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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融”为目的成立的担保公司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源头，这种风
险极易沿着担保链条向外界传递，使其比普通民间融资行为乃至高
利贷所产生的风险更大。

文  |  良渚

被烂尾楼拯救的 P2P
华氏集团非法吸储案：

2019 年 5 月，“华中最大民营金融集团”

华氏集团非法吸储案宣判，尽管涉案 43 亿，26

人却全部是缓刑。原因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华氏

集团私募基金和 P2P 非法吸储全部爆雷，但由

于从集资到处置期间房价大涨，华氏集团利用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建的烂尾楼本身就够偿还本息。 

但在审前完成清偿，并不意味着华氏集团

“没事”。最终，该集团仍被认定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 43.38 亿元。 

大反转的“财富基石” 
过去两年，“华氏集团”在武汉坊间的形

象发生了反转。它原本是华中最大的民营集团，

旗下财富管理平台“财富基石”发行的产品“预

期年收益 8%~19%，保本保收益”。这让约 7 万

人为之心动，累计掏出近 50 亿元购买相关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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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然而，2015 年 11 月底，一份名为《关于

推介产品延期兑付的协调函》的文件打破了这 7

万人的平静生活。这份协调函称，融资方近期所

开发的项目由于多种原因无法实现正常销售，导

致资金短缺，财富基石推介的基金等产品可能无

法按期兑付。 

谁都知道，“无法按期兑付”是爆雷或跑

路的委婉说法。一时间，人们赶紧将当时的投资

协议找出来，这才发现“财富基石”的根基一点

也不坚如磐石，相反问题多多。 

财富基石隶属于基石资本集团，呈现线上

线下双轨道运营的模式，线上平台作为网络投融

资信息服务平台，已上线运营 483 天，累计投资

金额 12.58 亿元，用户总收益 1990 万元，累计

注册总人数超过 7.5 万人。到案发时为止，全国

共有 30 多家线下实体店，其中大部分位于武汉

市区。然而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这些网点在一

夜之间似乎都不再可靠。 

为了让投资人放心，财富基石曾很长一段

时间里都在以所售理财产品“零风险高回报”作

为招牌。表面看来，理财产品似乎有多重保证：

一是投资者的资金由中国工商银行设立专项账

户监管资金流向；二是由一家湖北本土融资担保

公司为投资者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提供不可撤销

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三是在所投向的香港路中

华城项目开发中，项目 8 至 12 层的写字楼空间

拿出来，跟投资者签订购房合同，一旦出现违约，

出资人可以按市场价的 7 折购买写字楼。 

实际上，本案最终的结局，之所以呈现出“啼

笑皆非”的反转，和募集资金投向有密切关联。

财富基石管理的两个系列（基石、永利）都投向

了房地产；基石系列募集的资金最终投往了香港

路中华城，该项目目前已经建起三栋，分别为一

栋写字楼、两栋住宅楼，已经开卖；而永利系列

则投向“中国中华城”汉阳四新国际商业社区项

目，该项目刚破土动工——到案发时，这个项目

成为了拯救所有人的救命稻草。 

变了味的“财富管理” 
具体来看，华氏集团的违法事实可以分为

三个部分：一是利用 P2P 平台，虚构投资标的

进行集资；二是销售私募基金，投向自营项目进

行融资；三是销售并不存在的“物业经营使用权”，

进行筹资。这三类行为在过去几年的财富管理行

业爆雷案件中屡见不鲜，不过在同一个平台上同

时出现倒是并不常见。 

第一个行为，利用的是近年流行的互联网

点对点借贷平台（即 P2P 平台）。根据法院判

决书认定，2014 年 7 月，华氏集团成立武汉基

石易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P2P

平台。P2P 本身并不违规，但是由于监管规则不

明，经常会因信息不对称出现欺诈、非法集资、

资金池等情形。在本案中即是如此，通过虚构债

权转让标的并承诺年化收益的套路，平台吸引了

大量投资人来认购并不存在的“债权收益权”。

由于债权是虚构出来的，这些收益权自然只能

靠拆东补西来垫付，随时可能出现爆雷的一天。

截至 2015 年 11 月，非法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

12.52 亿余元，涉及 9300 余人，其中未兑付金额

人民币 1.53 亿余元，涉及 1600 余人。 

第二个行为，则是利用所谓的“私募基金”

进行融资。作为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财富基石

的本职工作应该是向投资人推荐既安全又有收

益的投资项目。但是，其推荐的项目有着“肥水

不流外人田”的特点：全是华氏集团自己的中华

城房地产项目。据工商资料显示，财富基石募资

所投向的项目，管理人看似是不相关的深圳汇朋

联银投资基金公司。但是这一公司实际上亦由华

氏集团控制。其背后大股东是武汉汇丰联银投资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陈胜，该公司办公地点

在华氏花园，而华氏集团旗下金融集团总裁叶泽

明亦有入股。 

本案最终的结局
之 所 以 呈 现 出
“啼笑皆非”的
反转，和募集资
金投向有密切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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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私募基金份额的销售方、资金

投向项目的管理人、以及最终项目的所有人，都

是华氏集团。甚至，就连第三方担保公司元太融

资的法定代表人李文萍亦是华氏集团股东之一。

“自融自投自担保”，是私募基金违规操作的典

型模式。当自融地产项目资金链断裂时，管理人

和担保人均难以幸免，作为劣后方的担保功能以

及作为担保人的连带责任，都将一并落空。 

实际上，以“自融”为目的成立的担保公

司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源头，这种风险极易沿着担

保链条向外界递传，使其比普通民间融资行为乃

至高利贷所产生的风险更大。 

有市场人士这样总结道：“同一伙人分成

三方，一方创办理财公司，一方去创设项目，另

外一方成立担保公司，在投资人根本不知情的情

况下，以‘自融自投自担保’的模式将资金卷入

自己口袋。”对于这一行为，法院最终作出以下

认定：当事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采

取违规发售私募基金以及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售

虚构债权等方式变相吸收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

序，数额巨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第三个行为比较特殊，因为其掩盖于看似

合法的房产销售行为之下。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为了解决中华城项目的资金周转

问题，华氏集团的核心高管李文华、王汉祥、李

怀斌等人共同商议，以包租返利、到期回购的方

式利用中华城项目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媒体、传单等途径进行公开宣传，将中

华城项目的地下物业以商铺名义向社会公众转

让。然而问题是，中华城地下根本没有商铺，有

的只是车位而已。从当地建设部门官网上查询到，

按照建筑规划，香港路中华城地下两层均为停车

场，并非商铺。　 

为了让投资人觉得有利可图，项目方还承

诺了年化收益率和到期回购的条款：即，认购了

车位（商铺）的投资者，同时也与项目方的关联

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以支付委托收益金的名

义，经营方每年向购买车位的投资人支付年化收

益 8% 至 10% 的固定回报，并约定委托经营合同

到期后购买者可以要求项目方原价收回或继续

委托经营。 

在将地下车位包装为地下商铺进行出售的

同时，中华城还将地面上的商用产权拆分成多个，

以销售房产份额的形式向公众出售。公众买到的，

并不是房屋的所有权，而是所谓的“物业经营

使用权”。一套 120 平米的商用房，可以拆分成

12 份，每份 100 万元，向公众拆分出售。同样地，

受让了“物业经营使用权”的投资人将与项目方

的关联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每年获得年化收

益 8%~10% 的固定回报，并享有到期要求原价回

售的权利。 

按照上述方案，中华城项目将地上物业的

经营使用权（拆分）、地下物业的产权对社会

公众转让、销售。截至 2015 年 11 月，项目方共

向 2000 余人销售、转让地上、地下物业（商铺）

4060 套，非法吸收资金金额共计人民币 9.44 亿

余元。这些钱一部分被用于“拆东墙补西墙”，

偿还年化收益 8% 至 10% 的固定回报，一部分则

用于中华城项目的后续开发。然而，由于销售并

不理想，对于完工所需的巨大资金缺口而言，这

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 

当传出爆雷消息时，也有许多投资人闻风

而至，要求项目方回购“物业经营使用权”，并

且偿还本息。然而，到案发时，仍然有共计人民

币 9.34 亿余元的资金缺口尚未得到偿付。对于

这一行为，法院作出了以下认定：“被告单位双

龙某公司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不以房产

销售为主要目的，采取销售房产份额及售后包租、

约定回购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

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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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复制的“百中无一” 
爆雷案发后，司法机关和地方政府成立了审

前处置专门班子，经过司法审计，发现华氏集团

资产负债率达 111.83%，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引进

上海阳光城集团接盘，以 37.63 亿元、溢价 125%

出售华氏集团一个烂尾楼盘资产，回笼兑付资金。 

据审前处置专门班子干部称，如果不采取

审前处置，华氏案资产处置与资金兑付，经过一

审和二审，加上执行拍卖等程序周期至少需要五

年；资产无法盘活，只能当成烂尾项目直接处

置，最终兑付率可能只有三成；投资者可能损

失惨重，而且各类不稳定风险因素堆积爆发。 

然而，能像华氏集团这样仍然握有“升值”

资产等着审前处置的平台是少之又少的。最终走

到“无法按期兑付”的融资平台，往往已经穷尽

了腾挪兜转之能事，把能变现的资产早就全部变

现。大部分投资人只能选择司法救济，并接受

3~5 年的追诉周期，以及 3~5 成的赔付比率。像

华氏集团这样的案例，几乎是百中无一。 

不幸中的万幸是，尽管最终被认定为有罪，

但通过积极的审前处置，华中集团资产最终兑付

率达 100%，这在全国以往非法集资案件处置中

都非常少见。 

本案另外值得复盘的一个要点在于，无论

是 P2P 平台还是私募基金，无论是财富管理还

是商铺转让，投资人都轻信了来自融资方的超高

收益承诺。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监管机构已将其

列为典型虚假违法广告。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公布2019年第一批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件中，

就包括了金融服务公司发布的“预期承诺”等内

容的广告。根据通报，福建泉州中金在线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就因发布含有“预期年化收益率x%”、

“每投资 1 万元收益 x 元”等内容的广告，违反

《广告法》规定，被工商部门处罚 30 万元。 

而在另一案例——广州市泰圆商贸有限公

司舟山分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中，当事人通过印

制宣传页发布含有“理财选我们稳赚……两年年

化率 17%、20%、24%……”“年交易额近 20 亿元”

等内容的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2018 年 11 月，舟山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普陀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发

布违法广告，并处罚款 35 万元。 

而对于类似的宣传，应由多部门联合出台更

多的明确规则，对带有广告属性的收益承诺进行

更为严格的管控，以减少公众“入坑”的概率。

三个条件判定非法集资案件能否进行审前处置

司法前期合议，对案件定性、

资产构成等各方意见一致；

非法集资涉案资产相对良好，

资金来源流向较为清晰，涉案

资产估价能覆盖总债务 70%

左右；

资产处置思路与方案能获得规

划、房管、信访、公检法等部

门机构支持。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