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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工作人员向一百

多名客户推销理财产品，不少

老年人投资

●产品到期后，投资人无

法赎回本金和利息，权益受损

●有人认为这款理财产

品不合规，银行认为这是员工

的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

老人被劝购百万理财幕后

11 月 7 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建
行越秀支行的责任依法按责分担。在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科公
司、君麟公司向原告赔偿剩余投资款(即
75%)和相应损失 (从基金产品签约至产
品到期以签约投资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
约定年利率计算，产品到期日起到 2017
年 1月 26日止以签约投资款本金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 2017 年 1

月 27日起以签约投资款本金 75%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
日止)；建行越秀支行对上述义务在 40%
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
其他诉讼请求。

收到判决书后，多位投资人向笔者
表示，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一位曾在建行德政路支行看了产品
宣传单，到中山二路支行签约购买基金
产品的投资人告诉笔者，刚拿到判决书

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是下一步还
是要看大家的意见。

王桂芬在今年已经两次住院，她向
笔者表示，对这个结果还是非常难过，毕
竟一生的血汗钱没了，但女儿叫她不要
抗争了。

不过，笔者最新从投资人的代理律
师处获悉，经过大家开会沟通，目前意见
已经基本统一，选择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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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过啊！一生的血汗钱被
骗了，人也被害‘死’了。我从年初起
经常心绞痛，今年住了两次医院了。”
收到法院判决书后，今年 72 岁的王
桂芬(化名)向笔者如此说道。从立案
到宣判，她经过了一年多的等待。

事情最早还是要追溯到 2014 年，中国
建设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现合并为越秀支
行)及其下属多家支行工作人员曾向 100多
名银行VIP客户推荐一款名为“清科凯盛·
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的理财产品。产
品到期后，投资人无法赎回本金和利息。
有部分投资人与银行、产品发起方多次沟
通，拿回了所有的投资本金，陈麟艳 (化
名)、王月 (化名)、王桂芬等 17 人在多次交
涉后只拿回了 25%的本金，后选择向法院
提起诉讼。截至目前，产品主要发起方上
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清科
公司)下落不明。

11 月 7 日，历时 11 个月审理，开庭 5
次，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该案
进行了判决。一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
清科公司、君麟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判处
双方共同赔偿原告损失，建行越秀支行对
原告应承担的责任类似于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所应承担的责任，即在清科公司、君麟公
司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的情况下，承担
40%的补充赔偿责任。在对原告的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之后，建行越秀支行对清科公
司、君麟公司的追偿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这款名为“清科凯盛·广州专业市场投
资基金”的固定收益类私募基金产品，专用
于君麟公司下属的广州盛贤四大专业市场
偿还银行贷款及升级改造；期限 18 个月，
预期收益根据投资金额不同分为 10.5%、
11.5%、12.5%不等，满 12 个月支付一次利
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及剩余利息；资金
监管为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现已
合并为越秀支行)。产品募集说明书显示，
还款来源中的抵押物处置一项中，包括盛
贤四大专业市场累计 26845.16平方米的物
业抵押，经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总价值为 26.44 亿元。这款产
品首期规模 5 亿元，最后实际募集资金为
1.955亿元。据了解，此次 17名投资人购买
的基金产品金额共计 2200 多万元，最多者
购买了 500万元，最少者购买了 50万元。

在这 17名选择上诉的投资人中，多为
退休老年人。

王桂芬 (化名)告诉笔者，她与建行打
了几十年交道，以前的工资卡、理财卡都
是在建行办的，这次投资了 100万元，没想
到却被骗了。购买这个产品最早要追溯
到 2014 年 8 月，一名与王桂芬认识但打交
道不算多的建行理财经理找到了她家里，
反复推销一款所谓“建行兜底”的理财产
品。在微信中，这名她家楼下建设银行五
羊新城支行的理财经理说，“这是建行的
项目，年化收益 10.5%”。因为不时会在楼
下建行买一些理财产品，王桂芬也就相信
了。

在 6 月 29 日的一次开庭中，当建行广

东省分行和越秀支行的代理人在回答法
官提问时，有投资人在旁听席情绪较为激
动，说：“这就是欺骗，骗人！”据了解，这位
投资人正是因在建行工作的子女推荐而
购买了这款产品。

根据原广东银监局的询问笔录，建行
高教大厦支行理财经理李冉 (化名)曾在
2014年代替领导去东山支行开会，会议由
行长助理和晓宇 (化名)主持，每个网点都
布置了相应的任务，大约几百万，会议上
还发放了清科项目工作人员的名单，哪一
个负责哪个网点，有意向的客户可以找清
科项目人员跟进服务。“因为和晓宇说这
个项目很稳妥，所以我妈妈也出资 90万元
购买了基金。”

发行基金产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根据“清科凯盛”产品说明书，设立

这一产品专用于君麟公司下属的广州盛
贤四大专业市场偿还银行贷款及升级改
造。一则上海清科在 2016年 7月份发给
投资人的公告显示，4家投资合伙企业所
募集的 1.955亿元中，有 7000万元用于归
还建设银行贷款、4000 万元支付融资利
息，剩余的 8550 万元则用于旧货市场的
升级改造。

不 过 ，多 位 投 资 人 却 并 不 这 么 认
为。前述投资人的女儿认为，这只基金
就是因债务纠纷而设立的，“建行当时可
能就是为了搞定不良贷款，狗急跳墙把
VIP客户拉进来填坑吧。”

笔者了解到，一份落款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广东省中院执行裁定书
披露了君麟公司与建设银行东山支行
(现已合并为越秀支行)之间的债务关系：
截至 2012年 12月 11日，君麟公司欠建设
银行东山支行借款本金 4.78亿元以及利
息、复利 4680 万元及相关费用。因而建
设银行申请将君麟公司的抵押物折价或
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过，由
于君麟公司在执行期内先后还款 7600万
元，广东省中院解除了部分抵押物(67套
房产及 21间商铺)的查封。此外，建设银
行与君麟公司协商和解，同意暂不处置
君麟公司的财产。换而言之，在这款产
品诞生之前，君麟公司与建设银行东山

支行间存有债务纠纷。
建行越秀支行一位分管纪检、信访

的管理人员王坤(化名)表示，2011 年，君
麟公司在建行不良贷款，该行想办法处
置，和很多资产公司接洽过但没有成功，
后期引进清科凯盛项目通过发行基金的
方式来处置不良。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早在 2015 年 6
月 1 日，君麟公司便向清科公司发布《关
于终止合作的函》，称清科公司严重违反

《合作框架协议》，挪用账户资金。当时，
清科公司已募资 1.9亿元，但是仅将其中
7000万元用于偿还君麟公司所欠建行的
债务本金，剩余资金 1.2亿元则被挪作他
用。

对于建行越秀支行及其下属支行此次
暴露的问题，建行、监管部门和法院均没有
将其定性为飞单。飞单指的是银行内部销
售人员为了获取个人利益，通过内外勾结的
行为，诱导本行客户购买非本行理财产品或
其他产品的行为。而此次违规推荐销售涉
及多家支行、数十位客户经理。

根据前述分管纪检、信访的建行越秀支
行管理人员王坤陈述，2016 年，由于多人前
往建行越秀支行上访，他和时任越秀支行副
行长吴明 (化名)召集相关客户经理召开会
议说清科凯盛基金这件事。王坤表示，“这
个事情是支行让大家做的，责任在支行不在
个人”这种说法，一方面为了安抚信访人，一
方面为了安抚客户经理，当时省分行成立了
处置小组，处置小组明确这个事情责任在支
行，跟客户经理没关系，没有将客户经理推
荐非建行代销产品定性为飞单责任。

建行越秀支行时任副行长吴明也在陈
述中提到，2016 年其分管风险，参与君麟公
司不良贷款的追收，2016年春节前根据支行
要求，其与书记主持召开了关于清科凯盛基

金问题的会议，主要是安抚客户经理的情
绪，当时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只要是按支行
的要求做，那么就不会追究责任”。

不过，建行越秀支行和广东省分行的代
理人认为，即使调查确认涉嫌违规推荐的客
户经理存在违规推荐行为，该行为属个人行
为，与单位无关。建行方面代理人还表示，
员工的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无论是
谁向投资者推荐案涉基金，最终决定人都是
原告，原告对其投资应当有合理预判和审查
义务，原告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综
合分析，清科凯盛基金不属于建行总行批准
代销的第三方理财产品，被告建行越秀支行
存在对员工行为和营业场所管理不到位，以
及对被告清科公司等筹措资金过程中缺乏
跟踪监督，未能及时发现被基金机构宣传资
料冠以“该资金监管账户的监管机构”，在发
现他人利用建行名义对外宣传营销时未果
断制止或采取法律措施维权，上述问题的出
现，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存在关联，但非主要
的、直接的原因。

投资人多为老年熟客

银行推荐理财产品

有人称发行基金产品为不良贷款

法院认定银行监管不力

多位投资人不满意判决结果

清科凯盛产品说明书

原广东银监局信访事项告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