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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员工以帮徒弟还债、运营自己的团队为由骗钱 检方：应以诈骗罪追责

虚构高息理财 骗6名老人35万
本 报 讯（记者 周 蔚）自称为帮徒
弟还债、运营自己的团队，在保险公司
上班的沈某，虚构理财产品，先后骗取
6名老人35万余元。 昨天下午，沈某被
控诈骗罪在海淀法院受审。

检方：应以诈骗罪追究刑责

用高息理财
吸引八旬老太投资
80多岁的刘老太是平安保险公
司的客户， 一直和业务员沈某接触。
2017年9月，她报案称被沈某骗了。
刘老太称，2015年3月，沈某到她
家里推销
“保尊宝”理财产品。 因为和
沈某很熟， 她就直接给了沈某1万块
钱购买该产品， 当时这款产品的年化
收益率为8.5%， 期限是2015年3月25
日到2016年3月25日。 同年5月27日，
她又给了沈某10万块钱购买该款理
财产品。 2015年8月31日她又交给沈
某4万元购买一个年化收益率7%的保
险，期限也是一年。
“
2016年3月25日沈某将第一次的
10850元连本带利给了我。 ”刘老太说。
到2016年5月27日，刘老太购买的10万
元理财产品到期， 沈某只给了8500元
利息， 并劝她再续一年， 老人同意了。
2016年8月31日，4万元理财产品到期，
沈某把2800元利息给了刘老太， 又劝
她续存本金至2017年8月31日。
2017年5月27日， 续存的10万元
理财产品到期， 沈某没有主动来找刘
老太，于是老人便打电话询问。“
她以
各种理由不退钱， 到了8月31日，4万
元的也到期了，她还是不给我钱。 ”刘

被告人沈某在法庭上受审

老太说， 在儿子的帮助下陆续跟沈某
要到64000元，截止到报案，沈某还有
7.6万元没有退还。
此外， 老人称，2016年她还找沈
某买过两次理财产品， 但这些钱沈某
都还了。

借口帮徒弟还账
骗老人购买理财产品
老人报警后，2017年9月11日，沈
某到公安机关投案。
沈某称， 因为她的一个徒弟介绍
给客户投资P2P项目亏了10万元，徒
弟无力偿还，客户找她还钱。她自己也

海淀法院供图

没钱，就想到刘老太。
这些钱并没有用来购买理财产
品，其中的1万元给下属发了工资，还
有10万元替徒弟还给了客户。
2017年9月12日，沈某被刑拘。 之
后，沈某家属退还本金7.6万元、利息
9000元，共计8.5万元，老人愿意对沈
某予以谅解。
此 外 ， 起 诉 书 显 示 ，2014 年 至
2017年间， 沈某在海淀区学院南路、
亿德大厦等地虚构为刘女士（80岁）、
齐女士（60岁）、吴女士（60岁）、尹女
士（65岁）等6名被害人购买平安人寿
保险公司理财产品， 先后骗取上述被
害人共计350150元。

检方认为， 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诈骗多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
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51岁的沈某， 案发前系中国
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海
淀苏州桥营销服务部高级业务主任。
“我没有诈骗的故意，只是为客户
增值。 ”沈某对一些数额提出异议。 并
表示，钱没用于个人，而是给员工发工
资、购买办公器材等。这样做都是为了
晋升， 如果升职了， 年薪将达到一百
万，就有能力还钱。
辩护人表示，沈某利用职务之便，
属于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定。 沈某属于
平安保险的表见代理人， 没有超出代
理范围，而且其虚构行为只是暂时的，
所以应属于集资诈骗。
公诉人指出， 沈某在2015年至
2018年期间， 利用部门主任的身份，
以能为客户购买高额利息的理财产品
为由， 采取收取多名客户现金或银行
卡转账的方式， 将从客户处所得财物
全部用于自己使用， 有的用于帮徒弟
归还欠款，有的用于经营团队，有的用
于自己儿媳的生产等等。
沈某开始就知道所谓的理财产品
不存在， 却用同一个谎言欺骗了多名
老客户。 老人们多次向其催要她仍以
各种理由拒绝归还， 沈某编造理由在
先，而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涉案数额
达 35 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本市破获经济案同比增五成 佯装“白领”盗窃20余万
本报讯（实习生 李 阳 煜）昨天，北
京警方举办了第九届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集中宣传日活动。 据悉， 截至目
前，警方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 12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近 1400 名，同
比分别提升 54.9%和 24.2%。
“以前的非法集资手段是开门店、
发传单， 近年来非法集资多通过互联
网实施。 ”警方表示，通过互联网作案
会增加取证难度和成本，“
一是人数众
多， 二是电子证据的恢复和固定有一
定的难度。 ”
为了避免市民卷入经济类案件，
造成经济损失， 北京公安局经侦总队
二大队大队长刘翔说，“说一个最朴素
的道理： 这个事能挣钱我为什么要带

楼市资讯
历时 5 年，西山艺境今年是醇熟
之年，也进入收官之年。 这个曾身具
“京西销冠”、“门头沟 百亿业绩大盘”
等多个标签的项目，墅区日益醇熟。
西山艺境，在海拔 167 米的半山
上，斥资近亿元，从北美移植 400 余
株珍贵红槭、白槭和加拿大红樱等树
种，跨越半个地球，装扮出北京最红半
山，堪称家门口的奥森公园。 4 月 29
日，半山公园首映礼亮相，开园三天就
吸引了近六百人游玩。
5 月 11 日，半山公园举办首次媒
体见面会，到访的媒体人士对这座亿
元级公园赞赏有加：有人说：“半山上

着你一块儿？ 老百姓要对自己承担风
险的能力做出判断；你对这个企业、行
业的判断，对投资领域的了解有多少？
是否具备这个水平，如果不具备，就不
要轻易尝试。 ”
今年以来， 北京市公安局经侦系
统依托公安部和市局部署的“平安行
动”、
“
八大会战”、
“猎狐”等专项行动，
以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 金融财税犯
罪、商贸领域犯罪、制假售假犯罪、证
券期货犯罪、境外追逃等工作为重点，
统筹推进、分类攻坚、深度经营，保持
对各类经济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
势，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成功缉捕一
批在逃境内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挽
回巨额经济损失。

本 报 讯（记者 叶 婉）2018 年 4 月
10 日、12 日，西城区太平桥大街地区
接连发生 3 起写字楼内“白领”财物
被盗案件，涉案金额高达 20 余万元。
西城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接报案
后，迅速开展工作。 经侦查，确定 3 起
案件均为同一名男子作案。 该男子佯
装成内部工作人员进入写字楼后，以
假装拨打电话为掩护四处观望， 发现
有人外出或室内无人， 便溜门入室实
施盗窃，得手后迅速离开。
侦查员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共计
10 余处 300 多小时的监控录像进行
海量筛核，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信
息，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在京落脚点。
通过进一步侦查， 侦查员查明该

嫌疑男子作案后逃往辽宁省大连市，
随后迅速赶赴大连市展开抓捕工作。
日夜蹲守， 最终在辽宁省大连市
金州区某门店内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成
功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今年 49
岁，系黑龙江省牡丹江人，曾于 2007
年因盗窃罪被黑龙江警方刑事拘留。
杨某对自己的 3 起盗窃行为供认不
讳，现已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在此，也提示广大群众：要提高防
盗意识， 上班时也要注意保管好自身
财物，离开办公房间时，应将贵重物品
随身携带或锁好房门， 切勿给盗窃人
员留下可乘的机会。

五载深耕 西山艺境兑现醇熟城墅生活
绿树成林，空气清新，景色没的说。 而
且还配备了儿童游乐区、健身区和观
景台，最重要的是公园就在业主家门
口，抬脚就到，真是太方便了。 ”也有
人说：“初夏都这么美，更期待秋天来
这里，欣赏满山红叶的美景，我真是等
不及了。 ”
用五载匠心耕筑人情社区，一直
以来，西山艺境致力于打造“
山上的朋
友圈”。 目前，已经构建了半山亲子智
趣会、半山金融投资会、半山文艺美学
会、半山公益慈善会、半山邻里聚客会
五大社群。 每个周末，业主在各类社
群活动中充分互动，充分体验这个充

满人情味的别墅社区文化。 这当然也
是所有业主共同的梦想， 他们因共同
的价值观而相聚， 在西山艺境结识更
多志同道合的邻里好友。
西山艺境承袭金地人情化社群邻
里基因， 不断为和谐墅区生活做出努
力。项目深耕五载，在一片未开发的土
地上筑成拥有千余户业主的成熟墅
区，墅区各项配套设施亦逐步完善。
开放式半山商街“云街 115”满足
了墅区生活的日常所需， 同时打造出
北京最高， 且唯一自带缓交焦虑功能
的社区商街；西山艺境自有幼儿园、北
京八中京西校区等教育资源， 为孩子

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通达阜石路、莲
石路、长安街西延线三大城市主干道，
S1 线路，则可瞬时抵达中关村、金融
街等核心商圈，实现“离尘不离城”的
城墅生活。
在售的“华墅”产品，依山就势打
造独特的双首层全明别墅。 其中 340
平米“前四后二”的半山叠拼，既最大
程度提高别墅空间的使用率， 更为家
庭同一时间不同生活场景提供空间可
能，在北京别墅中极为罕有。
如今， 西山艺境在 5 年积淀之
上， 半山圈层活动在继续；未来，更美
好的半山城墅生活也还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