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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下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
重新审理后! 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
骗案作出终审判决! 以集资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
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 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
人吴英! 于&'"(年至&''$年在东阳市

开办美容店#理发休闲屋期间!以合伙
或投资等为名!向徐玉兰#俞亚素#唐
雅琴#夏瑶琴#竺航飞#赵国夫等人高
息集资!欠下巨额债务" 为还债!吴英
继续非法集资" &''$年$月至&'')年%

月间!吴英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采
取隐瞒先期资金来源真相# 虚假宣传
经营状况#虚构投资项目等手段!先后
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

%" 等%%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亿余

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

汽车及个人挥霍等! 实际诈骗金额为
(*+亿余元" 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
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
吴英不服!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 裁定驳回被
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认为!第

一审判决# 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吴
英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
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
即执行! 裁定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重新审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
后认为! 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
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且其
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 鉴于吴英
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并主动供
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其
中已查证属实并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综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作
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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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
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
后!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同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
发言人唐学兵就吴英集资诈骗案重审
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以下是
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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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权是我国法律赋予被告
人的一项重要权利" 我院在向吴英代
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裁定书
时! 即告知吴英在重审期间仍有权委
托辩护人"吴英本人经数天考虑后!书
面向我院提出要求更换辩护律师!委
托浙江百畅律师事务所的吴谦律师
&女'担任其重审时的辩护人" 在我院
提讯时!吴英解释其更换律师的原因!

系吴谦律师在本案侦查期间曾多次陪
同北京律师到看守所会见! 对具体案
情比较熟悉!联系也更方便"吴英更换
辩护律师不仅是出自本人意愿! 也是

在行使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我
院依法予以保障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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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的重审
过程! 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死刑核准权
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之后! 最高
人民法院制定了 $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对不核准死
刑而发回重审的案件审理程序作了明确
规定" 根据该司法解释的第四条# 第九
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凡发回第二审人民
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
可以直接改判)但对因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或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发回重审的案
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并进行开庭审
理" 最高人民法院经对吴英集资诈骗案
复核后在裁定书中确认(*第一审判决#

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审判程序合法" +因此!吴英案发回
重新审判!不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问题!或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而仅涉及
量刑问题" 依照前述司法解释!我院不需
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开庭审理" 被告人#

辩护人可依法提供书面辩护意见! 我院
审理后可直接予以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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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英案发时被扣押的所有资
产! 连法院未作犯罪认定的另外的欠
债&亿多元!都不足以抵偿" 更不用说!

可抵偿其无法归还的(*+亿元集资诈骗
款!有关传说没有事实依据"

吴英案发生后!公安机关即对吴英
的资产进行了查封登记"据从公安机关
了解的情况!当地政府为保障被害人的
权益!防止出现哄抢#流失等情况!依照
国务院关于集资类犯罪涉案资产处置
的规定! 依法成立吴英案资产处置组!

负责资产处置工作"吴英被扣押查封的
资产主要有房子#汽车#珠宝#租用的店
面房及仓库内的物资"资产处置组对可
能升值的房产和公安机关追回扣押的
珠宝均未作处置!至今仍查封在案" 仅
对易贬值损耗的部分汽车及物资作了
依法处置! 得款均存于吴英案专用账
户" 具体情况为(

&%'房子" 吴英在东阳购置的房子
有+,套&处'!案发前均已全部抵押给王
某#宋某#陈某#卢某等债权人!该部分
用房产抵押的借款!亦未作集资诈骗认

定"吴英在湖北荆门市购置的房子&-套
&处'!该批房子也因涉及未作犯罪认定
的民事债权纠纷而被查封"吴英在诸暨
的一处房产!因未付清房款而没有获得
产权"&&'珠宝"吴英向杭州一珠宝商购
进%*&亿余元的珠宝用于送人# 炫富或
抵押借款!案发前仅支付货款&(''万余
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部分珠宝!目
前仍扣押在案"&('汽车"公安机关扣押
各类汽车共.%辆!资产处置组为防止汽
车久置贬值!依照法定程序!委托拍卖
机构拍卖了('辆! 得款人民(,%*,$万
元! 其他包括法拉利轿车在内的%%辆
车!因票证不全无法拍卖!仍扣押在案"

&.'租用的店面房及仓库内的物资" 吴
英租用的店面房及仓库涉及到#'多名
房东!需支付日均近%万元的租金!案发
后!房东纷纷要求支付逾期房租!依合
同收回房屋!供货商和装修工人也上访
讨要货款及工资" 为减少债权人的损
失!资产处置组决定对继续产生租金的
租房进行先期处理!或腾空屋内物品后
归还房东!或进行经营权拍卖" 对店内
或仓库内的空调#废旧电视机#瓷砖等
物资依法委托拍卖公司进行拍卖!以上
共得款近#''万元" &$'本色概念酒店"

该酒店的房子系吴英于#''-年从他人
处租得!进行了装潢!租期%#年"吴英预

付了两年房租!至#''+年底!拖欠房租
及水电费等+'余万元" 经鉴定!本色概
念酒店装潢工程造价%','余万元!酒店
内物品价值为#)'余万元"案发后!房东
提出吴英违约!要求依合同无偿收回酒
店" 经资产处置组协调!房东同意对酒
店的经营权进行拍卖!但经依照法定程
序!委托拍卖公司多次拍卖!均因报名
人数不够而流拍" 最终!处置小组根据
相关拍卖法律法规!将酒店经营权以起
拍价.$'万元协议转让给东阳百特概念
酒店的沈某某!并由其一并抵付原拖欠
的+'余万元房租等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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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

一审审理阶段均交代了其向有关人员
行贿的事实" 我院二审期间!吴英交代
了同样的内容! 相关材料经检察机关
核查!目前查实的有三人!即原湖北荆
门市政府秘书长李天贵 !~����

3u&;¥¦§¨"

#原荆门市农行副
行长周亮 !~����3u&;¥¦

©¨#ª¦«¨"

#原农行丽水灯塔支
行行长梁骅 !~����3u&;¥

¦¬¨®¯"

" 其他交代情况!目前
均未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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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从海口市
规划局了解到!流水坡棚户区改造一
期项目安置房,,,滨江新苑!区 "2

34564#目前正在进行修建性详
细规划公示" 该项目安置房将建在滨
江西路和文明东路交汇处西南角!规
划%%栋地上#$!#-层住宅楼和幼儿
园" 共#%%,户"

据了解!流水坡棚户区改造一期
安置房项目西临#'米流水坡路" 用地
面积-(%+.*+平方米 !f

$%"&#

µ"

!规
划控制要求为(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
地!容积率!(*$#建筑密度!#-"#绿

地率"($"#限高!%''米" 现报送方
案! 规划%%栋地上#$!#-层住宅楼和
幼儿园"共#%%,户"地上面积###().*+

平方米!地下(.$#,*,平方米"

该项目总体布局根据地块形状
不规则的特点! 以建筑围合的方式!

商业布置在小区外围! 动静分开!对
内停车位设置在地下室!提升小区内
院的居住品质" 各项规划指标基本符
合控规要求"

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已组
织专家咨询"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
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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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就美#'%#年度
$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发
表谈话时说!美方散布所谓*中国军
事威胁+和*中国军力不透明+是毫无
根据和完全错误的"

耿雁生说!日前!美国国防部不
顾中方一贯反对!向国会提交并发表

所谓#'%#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
发展报告%! 继续对中国正当的国防
和军队建设妄加评论!渲染所谓*中
国军事威胁+和*中国军力不透明+!

炒作所谓台海两岸军力失衡!质疑中
国的外空和网络安全政策" 中方已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他表示!美方不顾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事实! 蓄意炒作两岸军力失
衡!挑拨两岸关系!为美售台武器寻
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要
求美方客观# 公正地看待中国国防和
军队建设! 停止不利于中美关系和两
军互信的言行!停止发表所谓$中国军
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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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我
国被朝鲜扣留的渔船和船员全部获
释!他们在$月#%日早晨)点钟已经返
回大连!目前正在大连市杏树屯中心
卫生院接受体检"

最新的数据显示!被朝方扣押的
中国渔民实际有#+人!比此前媒体报

道的#,人少一人"

另外一名船员到底是什么情况
呢-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名字叫王
喜宾的船员本来应该是在辽丹渔
#($(-号渔船上! 但船主张德昌介绍
其实他并没有被带到朝鲜!并不是在
被扣押的船员当中" 也就是说这次朝

鲜扣押我国渔民的人数一共是#+人!

其中辽丹渔#(,),号渔船是%'人!辽
丹渔#($#+船是%'人! 另外辽丹渔
#($(-船是+人"

现在这些船员正在进行体检!他们
目前交谈都没有问题!而且神志比较清
醒!可能就是有些睡眠不足" $

9:

%

!(mnopqr`astuvwx

!"#$78

!

'

"#

()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会众议院
鼓吹美国对台军售"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含有妄评中
国军力发展和要求美国向台湾出售

/!%-0#1战机等涉华内容"

*我们注意到这个法案有关涉华
条款炒作中国军力发展问题! 鼓吹美
国向台湾售武"中方对此坚决发对" +

洪磊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些人炒作*中国威胁论+完全是毫无
根据和不负责任之举"*鼓吹向台湾售

武更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

*我们敦促美国国会一些人放弃
冷战思维!停止推动对台军售!停止
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径!多做
对中美关系和两国互信有利的事!而
不是相反"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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