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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案例

公司拟提1.5亿存款
银行：账户上没这笔钱

2014年，泸州老窖在农行存了一笔钱，但钱到

期时，却被银行告知：账户上没有这笔钱。这起被

称为“1.5 亿元存款神秘失踪事件”不仅令白酒行

业愕然，也震惊了整个资本市场。

2014 年 10 月，泸州老窖发布公告称：公司发

现，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存的 1.5亿元存

款，取不出来了。具体而言，根据与农行长沙迎新

支行的协议，泸州老窖在 2013 年 4 月先后 4 次向

公司的账号汇入两亿元。

存款到期后，第一笔 5000万的存款和利息都

被泸州老窖收回。但剩下的 1.5亿元存到期后的

第二天，公司财务人员在转款时却被农行迎新支

行告知：公司账户上没有这笔钱，不能按时划转。

于是，泸州老窖决定将就此事项向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何要存大笔现金
掉入迷局：酒企存款 银行买酒

泸州老窖当时为何要存这么大笔的现金存款

到银行？追溯到 2012 年，整个白酒市场销量下

滑，酒企想要将库存的酒都卖出去，银行想要拿到

大笔存款。在这样的背景下，酒企和银行的“资源

互换”应运而生。

泸州老窖具体的“资源交换，助力营销”方案

是：泸州老窖将 5000万元为单位以定期方式存入

银行一年，合作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一年定期利

率上浮 10%付息给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与银行签

订存款及开销户协议进行约定。合作银行通过该

存款，获取存贷差收入，以团购价购买泸州老窖指

定产品；银行业可以向客户推荐，主要由客户购

买。每 5000万元存款对应购酒在 600万元以上，

先购酒后存款，存款数额以此类推。

钱是怎么不见的
扮“双面间谍”假存款证明骗走真巨款

2012年 10月，袁剑鸣从朱某（已判决）处了解

到这一“资源交换”的业务，并认为可以在这 1 年

的定期存款期限内挪用这笔钱用于其他。

如何将这笔存款套现？

袁剑鸣经朱某的引荐，认识了时任农业银行

长沙迎新支行行长郑某（已判决）。随后，袁剑鸣

使用了一些“电视剧都不敢演”的手段，让泸州老

窖以为这笔 1.5亿元的存款存在了银行。

2013年 4月份，袁剑鸣安排张某、陈某冒充农

行迎新支行员工，上门到泸州老窖帮助其开户，并

签订了《协定存款协议》，获取了泸州老窑相关开

户印鉴模板及开户资料。随后，再安排罗某、张某

拿着根据上述模板伪造的资料，以泸州老窖的名

义到迎新支行进行开户。在这中间，罗某、张某所

持的泸州老窖资料不完全，不符合开户和网上银

行条件。不过，经彼时的行长郑某的帮助，通过

“特事特办”程序开通账户及网上银行。

为了感谢行长郑某的帮助，袁剑鸣向郑某送

了 200万元现金和一辆 20多万的汽车。

经过了 3次这样的操作，袁剑鸣伙同朱某、黄

某、陈某、张某等人获取泸州老窖公司资金共计两

亿元。

人、钱去了哪里
主犯将巨款用于走私“跑路”泰国4年后自首

袁剑鸣和朱某协商，在获取泸州老窑的资金

后，二人平分使用。不过，根据判决书，截至案发

时止，扣除案发前归还的 5057.5万元（含利息），仍

有 14942.5万元未归还，其中大部分资金均被袁剑

鸣掌控和支配。

据袁剑鸣供述，起初其只想挪用泸州老窖存款

用于放贷及做原油生意。据悉，袁剑鸣在欠款到期

前一直想还钱，但在 2014年 7月，袁剑鸣因走私被

海关刑事拘留，28天后被取保，资金出现严重问题。

东窗事发之前，袁剑鸣归还了第一笔 5000万

的存款。2014年 4月，协议中第一笔存款到期，被

告 人 袁 剑 鸣 与 朱 某 、黄 某 共 同 归 还 了 第 一 笔

5057.5万元。

2014 年 6 月，第二笔 5000 万存款即将到期。

但袁剑鸣及朱某已经无力归还了，便从广西出境

去到了柬埔寨、泰国。

2018年 2月 6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将潜逃

泰国曼谷后向当地警方投案的被告人袁剑鸣押解

回国。2019年 1月 1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袁某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

如何划分责任
不能追回的损失 酒企也须承担40%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袁剑鸣犯诈骗罪，犯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20 万

元。继续追缴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 1.5亿元发还

被害人泸州老窖。其中，责令被告人袁剑鸣退赔

犯罪所得人民币 1.17亿元。

另据泸州老窖 2019年 5月 16日公告，公司收

到长沙存款案一审《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

对于泸州老窖通过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

失，由农行迎新支行承担 40%的赔偿责任，中国农

业银行长沙红星支行承担 20%的赔偿责任，其余

损失由泸州老窖自行承担。

而公告中称，截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14942.5
万元仅收回了 1797.99万元。根据判决书，袁剑鸣

还有 7 处房产作为可供执行财产计入追缴、退赔

数额，另有 100件 60度国窖 1573国韵酒将被发还

给泸州老窖。

随后公司对全部存款展开风险排查，进一步

发现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南阳中州支行等两处存

款存在异常情况，共涉及金额 35000万元。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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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孝义市警方破获一起

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2名，收缴私制爆炸物 2.48吨。

2019年 1月 4日，山西孝义市公安

局接到一条线索称，有辆车拉着炸药要

在辖区高速口交易。当日 18 时许，市

公安局组织警力在汾孝南高速收费站

出口周围三公里范围内架网布控。23
时 30 分，犯罪嫌疑人谭杰和雷福通驾

驶一军绿色小型面包车，进入专案民警

布控范围。5日凌晨 1时许，犯罪嫌疑

人蔡耀文驾驶面包车，运输疑似私制炸

药，到达汾孝南高速收费站出口。蔡耀

文在一偏僻处与雷福通等人准备交易

时，布控民警上前制服，现场共缴获疑

似私制炸药 480公斤，经国家民用爆破

器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依法鉴

定，缴获的疑似炸药具有爆炸性能和特

征，确系炸药。

2018年 8月初，原镇、蔡耀文、雷福

通三人，合谋非法制造炸药出售牟利。

其中，雷福通负责销售。购买炸药的人

名叫李民，其计划在孝义私挖滥采，通

过谭杰，联系到雷福通，协商以每袋 750
元的价格购买30袋炸药。

截至 2019 年 1 月 14 日，专案组摧

毁该团伙非法制造炸药的窝点，并将上

述涉案人员控制。随后 3 个月的时间

里，办案民警分别奔赴万荣、南宁，将本

案涉及犯罪嫌疑人全部控制。截至目

前，1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该案收

缴私制爆炸物 2.4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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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对段

某等 21人涉黑案和王某等 16人涉黑案

同日一审公开宣判，两个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首犯分别被判刑 22年、20年。

法院审理查明，以段某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

段，在湖北汉川城区及周边实施了 15
次违法犯罪活动，涉及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

多个罪名，其中持械作案 5 起，造成多

人人身伤害。

以王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

过长期聚众赌博、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

和工程开发等途径获取经济利益，支持

组织活动，先后组织实施了 40 多起违

法犯罪案件，暴力性明显、作案手段多

样，涉及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

易、聚众斗殴、非法占用农地等罪名。

被告人王某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所获

取的利益和社会影响，先后获得了一定

的政治地位和头衔，并以此为掩护获得

更大的经济利益。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认罪认罚从轻、

宽严相济的刑事法律政策，汉川市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 22
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其余2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 6个月至 10年不等，并处罚金。

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0年，剥

夺政治权利 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 10 个月至 11 年 3 个月不等，并处罚

金。

山西孝义警方侦破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

收缴2.48吨私制爆炸物

湖北汉川法院一日宣判两起涉黑案件
37人获刑

近日，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梁平区

分局了解到，重庆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

跨境网络贩枪案，斩断了一条从美国跨

境贩卖枪支到国内的犯罪渠道，抓获犯

罪嫌疑人 11 人，缴获枪支 10 支、铅弹

3000余发、压制子弹模具 20余套、枪支

配件 100余个。

2019 年 3 月，重庆梁平区公安分

局刑侦支队在工作中发现一微信昵称

为“晨曦”的人涉嫌从美国洛杉矶贩卖

枪支及零部件到国内。经专案组侦

查，河南籍男子刘某乐有重大网络贩

枪嫌疑。

警方发现，刘某乐通过微信朋友圈

中玩枪的好友介绍熟人下单，然后联系

美国的上家将整枪或枪管夹带在棒球

架、抽油烟机、饮水机等伪装物中，通过

国际物流进入国内。警方梳理统计刘

某乐前期已经贩卖两把气枪整枪及 10
余根枪管，涉案购买枪支下家 10多人，

涉案金额近 20万元。

掌握整个犯罪团伙成员信息及证

据后，7月 21日，在重庆市公安局刑侦

总队及重庆江北机场海关缉私分局的

协作配合下，专案组 20 余人分头赶赴

河南、四川、黑龙江、山西、辽宁、湖北、

福建等地同步收网。相关犯罪嫌疑人

全部被抓获，累计缴获枪支 10支、铅弹

3000余发、压制子弹模具 20余套、枪支

配件 100余个。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重庆警方破获一跨境网络贩枪案

缴获枪支1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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