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下午!海府派出所几名办案
民警也来到现场" 据李警官介绍!早
在去年初!因察觉到邦家租赁公司存
在一些问题! 所里曾派!名#$多岁的
民警到该公司暗访! 但参加讲座的
老人面对民警的咨询都是避而不谈"

#当时二楼是给老人做体检的! 且卖
的保健品也是有正规生产批号的!

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该李警官表

示! 当接到市民报案后! 当天上午
就安排了民警! 赶到现场却发现海
口邦家租赁大门紧闭%

李警官告诉记者!关于海口邦家
租赁突然关门一事!他们所里目前只
接到了!起报案" 希望通过投资者相
互转告或通过媒体报道!所有投资者
可到派出所登记备案投资和损失金
额!待汇总后再向上级部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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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口海府路
的邦家租赁公司看到!通往该公司入
口的大门紧闭! 门上贴着一张白纸!

上面写着 &内部整顿 暂停营业$!一
条横幅孤零零地挂在内侧窗户!条幅
上印着&免费健康体验$几个大字%

&本来一楼和二楼都是邦家租赁
公司的!一楼里面停放着一些豪华轿
车! 可不久前! 一楼就被人租去做
服装买卖了%$ 附近市民告诉记者!

他当时还以为邦家不做租车生意了!

之后便从网上看到广东邦家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总部法人代表蒋洪伟等人被
刑拘的消息! 随后海口邦家租赁公司
也关了门%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告诉
记者!好像是#月"'日那天!海口邦家
公司就关门了% &太突然了!关门之前
完全没有任何迹象% $该市民称!前段
时间还有员工在附近散发传单! 招呼
老人免费做体检!没想到一夜之间!老
板和员工全都不见了踪影%

记者赶到现场时! 海口邦家租赁
门前已聚集了不少老年人! 经记者询
问得知! 这些老人都是投资者! 投资
金额从#万至!$万元不等%

&我"#日晚上从网上看到报道!第
二天便跑到这边来!发现海口邦家租
赁也关门歇业了!公司的高总和(个经
理的电话都无法拨通% $投资者郭女
士说!种种迹象表明!海口邦家租赁公
司这边负责人也跑路了%

投资者苏女士告诉记者!")日晚
上!一个朋友告诉她邦家租赁的相关

情况后!"&日上午她来到海口邦家租
赁时!发现公司大门紧闭% &我已经向
警方报案了% $苏女士说!她知道自己
和其他投资者是被骗了! 现在只能寄
希望于媒体和警方了%

对于海口邦家租赁突然关门!在
现场的投资者态度不一% 面对记者的
采访! 几位老人不愿多说! 除了连连
声称不知道! 还表示要继续观望%

&广州那边公司的老板被拘! 不代表
海口这边的就是跑路了%$ 一位老大
爷表示%

投资者梁大爷告诉记者!据他了
解!邦家租赁公司主要是采取&聘请租
赁顾问$的形式吸收存款的% 市民只
要向邦家租赁投资!就可以成为邦家
的一名&租赁顾问$!每月可获取一定
数额的&顾问费$*即月息分红+% 根据
投资的多少不同!&租赁顾问$的&星
级$ 也有相应的变化! 每月能拿到的
&顾问费$也不一样%

梁大爷告诉记者!&顾问$有很多
等级!如 &一星级顾问$' &二星级顾

问$' &三星级顾问$' &四星级顾
问$' &五星级顾问$' &六星级顾
问$! 其分别所对应的投资分别是!万
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
元和,$万元! 而相应的 &顾问费$ 分
别是每月($$元' &$$元' !$$$元'

,($$元' -$$$元和"$$$$元"

&当时公司负责人给的承诺是!

投资越多每季度返的利润就越高"$

梁大爷说! 面对高额利润! 他投资了
"$万元钱"

投资者苏女士告诉记者!海口邦
家租赁公司经营业务比较广泛!大到
豪华轿车! 小到家用电器及婴儿推
车" &公司领导每次都向我们灌输公
司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不少人投资
的金额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

记者与现场的数名投资者对话!

发现他们在海口邦家租赁公司投资
最少!万元!多的达!$万元" &我投了#

万元钱算是比较少的!听他们投资上
百万的都有" $苏女士说!她是去年投
资的! 投资的#万元现在拿到&千多!

那些今年投资的! 基本都是按年返还
&顾问费$!所以基本连一分&顾问费$

都没拿到!更别谈拿回本金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海口邦家租赁公
司投资(投资金额又有多大(投资者郭
女士告诉记者! 去年春节公司搞年会
时!起码有,$$多会员参加!投资金额
上百万元的大有人在! 投资者数目和
金额可想而知%现场一位投资者表示!

现在大多投资者都不知道邦家租赁发
生的情况! 到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
来讨说法!涉及人数之多很难统计%

为何那么多人跑去投资邦家租
赁( 现年'&岁的梁大爷向记者介绍!

!$"$年!他接到海口邦家租赁公司散
发的传单! 邀其到公司去做免费体
检% 体检完之后!公司员工向他推荐
老年人保健品! 因购买附带条件诱
人!他和不少老人最终都花钱买了%

&工作人员当时称买一送一!我
总共买了!次保健品!价值('$$元% $

梁大爷说! 事后公司还组织讲座!讲
座内容是大多都是公司要从事什么
样的项目!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多么多
么好!鼓动会员参与投资!并承诺投
资者会得到高额回报%

梁大爷告诉记者!!$"$年! 他投
资了#万元! 公司按照当初约定的承

诺!每季度给他返还!$$$多元的&顾
问费$!!$""年""月投资到期后!他如
愿拿到!$"$年全年的&顾问费$和#万
元本金% &感觉到利润空间比较大!又
没啥风险!我之后又投了"$万元% $

梁大爷说!!$""年""月! 在公司
方面的鼓动下! 他又进行了投资!但
没想到的是!现在邦家租赁突然关门
歇业!看着自己辛苦砸下来的钱就这
样打水漂了!他真的不知该怎么办%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 有的
老人投资都是背着自己子女的!现
年-'岁的黎阿婆就是其中一名% &这
可怎么办啊( 那都是我辛苦辛苦攒
下来的钱) $满头白发的黎阿婆愁容
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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