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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6日，钱宝网实
际控制人张小雷来到南京市公
安局写下一纸声明，向警方投案
自首。目前，张小雷等主要犯罪
嫌疑人已被南京市公安局江北
新区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钱宝系”企业涉案资金资产
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封冻结。

钱宝网的有关信息显示，钱
宝网非法集资的年化收益率在
40%-60%之间。经初步调查，该
案涉及的集资参与人遍布全国，
截至案发，未兑付集资参与人的
本金数额约300亿元左右。“钱宝
系”企业现有资金资产根本无法
弥补巨大的兑付缺口，“借新还
旧”的经营模式无法为继。

张小雷的选择

据警方透露，宝粉在钱宝网
中的投资，少则数万元，多则数
十万、上百万元。

一位知情人表示，2017 年 12
月 26 日，他曾见到张小雷。当时
张穿着一件深色大衣，看起来神
情平静。1 月 14 日，在看守所中
描述此间的心境时，张小雷的脸
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没有矛
盾，很平静。”他向记者坦承，三年
前他的心里就已清楚，自己的行
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其并未
停下脚步，直到“窟窿已经填不
上”。在无法维系资金骗局后，张
小雷决定放弃。眼下的一切，他早
已做好准备。但他的手下，以及
诸多将其奉为“教主”的宝粉，却
被这个选择推入了深渊。

钱宝网战略研究发展中心
主任杨某跟了张小雷6年，却对
此一无所知。平日里，杨某与张
小雷在工作上保持紧密联系。但
在事发前，他没有发现任何征

兆。去年12月27日，杨某被警方带
走调查。那时，他还不知道张小
雷自首的消息。事后回头复盘，
杨某感慨，“当时当刻之下，是他
最好的选择了吧”。但这并非宝
粉们的最佳选择。“我恨张小雷，
也怪自己太贪婪。”一名钱宝网
的投资参与人称，他起初对钱宝
网的高收益也有过顾虑，但被张
小雷包装出来的实力欺骗了，于
是决定赌一把，投进去的 22 万
元里有 11 万是借的。

被张小雷影响的人以百万
计。据其介绍，钱宝网的日活用户
在100万左右。另据警方透露，宝
粉在钱宝网中的投资，少则数万
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

“向死而生”的庞氏骗局

钱宝网是典型的庞氏骗局，
只不过在常规庞氏资金吸纳的基
础上，钱宝网增加了任务收益等
要素，延长了庞氏骗局的周期。

钱宝网的运营模式，由张小
雷一手搭建。2010 年 12 月，张小
雷在江苏省工商局注册成立江
苏钱旺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钱旺”公司）。2012 年 7 月，在南
京市工商局注册成立南京钱宝
信息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钱宝”公司）。
据警方调查，张小雷等人依

托钱旺、钱宝公司建立了网络平
台——— 钱宝网，通过对外宣传

“交押金、看广告、做任务、赚外
快”，以高额收益为诱饵，持续采
用吸收新用户资金、用于兑付老
用户本金及收益等方式，利用众
多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网银，向不
特定社会公众大量非法吸收资
金。钱宝网集资参与人人数众
多，遍布全国各省区市，非法集
资数额特别是未兑付本金的数
额巨大，涉嫌非法集资犯罪。

任务简单、收益丰厚，是钱
宝网快速积累用户和资金的秘
诀。一位钱宝网的投资参与人介
绍，在钱宝网上完成任务非常简
单。以看广告任务为例，只需点
开网上的视频广告即可。而这些
广告，并非外界公司投放在钱宝
网上的广告。据张小雷和多位公
司高管供述，平台开办以来并没
有外部品牌投放广告，其“任务”
主要是从网上随意找来的广告以

及公司内部视频等。
在钱宝网的宣传中，参与人

完成任务获得收益的行为被称
为“领工资”。多位参与人告诉记
者，任务几分钟就能做完，只要
按规定完成每日签到和“任务”，
获得的“工资”就能达到 40%-
60% 的收益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炜说，正常的工资报酬应该与
劳动量挂钩，但本案中所谓的

“工资”直接与“保证金”的数额
挂钩，实质上并非是真正的劳动
报酬，只是对“本金”“利息”一种
掩人耳目的说法。

这是一场拆东墙补西墙的
游戏。在杨某看来，钱宝网的终
局早已注定。“钱旺一直有一个
口号，叫做向死而生。传递出来
的信息也比较明确，正在走向灭
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杨某
说。他认为钱宝网赚的钱不是合
法的。因为钱宝网没有取得融资
的相关资质就通过互联网向社
会上不特定的人员吸收他们的
资金，通过签到、做任务许以高
额的回报率。虽然拿着客户的钱
去做实业，但是不可能有那么高
的回报。“这么高的利息是不可
能长久存在的，肯定会有血本无
归的一天。我自己意识到这一
点，也从来没有主动去钱宝网上
投资。”杨某说。

互联网普惠金融研究院顾
问羿飞此前直言，钱宝网是典型
的庞氏骗局，只不过在常规庞氏
资金吸纳的基础上，钱宝网增加
了任务收益等要素，延长了庞氏
骗局的周期。

“窟窿堵不上了”

对于依靠“借新还旧”模式维
持运营的钱宝网来说，用户提现
后大量离开，随之而来的是资金
链吃紧、公司难以为继。

“宁天下人负小雷，小雷必不
负天下人。此乃家训，代代相传，刻
骨铭心。”在网络上，张小雷的话言
犹在耳。但面对记者，负了宝粉的
他黯然承认，“窟窿堵不上了，再拖
的话窟窿越来越大”。

钱宝网线下产品总负责人端
某称，公司从用户吸收来的资金没
有第三方托管，而是直接进入了企
业的资金池账户和张小雷个人账
户，其中大部分用于兑付老用户的
本金和收益。另据杨某了解，两年
前，曾有许多老百姓直接把钱往张
小雷的银行卡里存。

据张小雷称，钱宝网的大部
分资金，都用来支付用户收益。张
小雷自首前，危险的信号早已到
来。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8月28日，
钱宝网出现了集中挤兑的事件，
张小雷将之称为“黑天鹅事件”。
对于依靠“借新还旧”模式维持运
营的钱宝网来说，用户提现后大
量离开，随之而来的是资金链吃
紧、公司难以为继。

此后，张小雷开始频频组织
“雷的盛宴”，试图稳定宝粉。去年
9月11日，钱宝网微信官方公众号
发文《雷的盛宴｜尔等不负我，我
必不负尔等》。这篇文章晒出张小
雷和宝粉们聚餐的照片。饭局上，
张小雷戴白框眼睛、着黑色衬衣，
拿着话筒站在人群中间。文章充
满鼓动性地写道：面对着充满昂
扬斗志和勃勃生机的钱宝新兴力
量，老张不由感慨万千：“这就是
新兴力量，新鲜血液，这就标志着
一边坚持理想，一边有更多人加
入了我们。”

但对于钱宝来说，这些动作
都不足以阻挡一个虚假“创富神
话”的破灭。

张小雷自称，在雷的盛宴上，
面对宝粉们关于在钱宝网投资是
否有风险的问题，他均警告说有
风险。但在钱宝网关于“雷的盛
宴”的宣传文章中，大篇幅充斥着
张小雷对钱宝系投资实业项目的
宣传。“如果我仅仅是在玩字眼侃
大山，身后没有实业的支撑，那我
就是欺世盗名。”

真实的钱宝商业版图

张小雷旗下的多个公司，
实质上系空壳公司。据张小雷介
绍，钱宝网下属的企业有 70 多
家，有实际经营的是 20 家左右。

南京一位宝粉告诉记者，
他之前一直不相信张小雷，不
敢往钱宝网投钱。但是这几年
来，他看到张小雷的公司越开
越多，有很多地，也有一些产
业。“我想他是不是要逐步走
向正规、走上市这条路。”在这
样的考虑下，这个宝粉在 2017
年 9 月先后投进十多万。

在张小雷口中，目前钱
宝集团名下的主要资产包
括：江北智慧城、老山森林公
园度假村项目等不动产项
目。此外，孵化了吉信甘油公
司等 10 家公司。在对这些实
业项目的宣传中，他将一些项

目包装成前景广阔的“优质资
产”。但这些宣传与实际情况
完全是两码事。

在江北智慧城的广告宣
传中，这个项目号称“占地 200
多亩、综合市值将近 200 亿”。
但据警方调查，2016 年，钱宝
公司是用 12 亿余元获得这个
地块。1 月 15 日，记者来到南
京市江北智慧城项目所在地，
这是一个烂尾工程所在地。大
片地块中间，荒草丛生，两栋
大楼内部空置，仍是毛坯状
态。南京市国土局浦口区土地
交易所负责人说，这块地为科
研设计用地，增值空间有限，
按照规划不能随意变更，不能
用于开发住宅。

另一个所谓的“大手笔”
项目，是号称“价值达 100 亿”
的“老山森林公园度假村”项
目。记者实地走访看到，一片
山地中，数十栋白色单体楼房
位于其间，这些房屋目前墙皮
多已脱落。南京市国土局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该地块是 2006
年出让取得的，一共是 1 5 0
亩，出让的用途是机场用地，
不能另作他用。

至于张小雷口中号称亚
洲最大的甘油公司——— 江苏
吉信甘油科技有限公司，根据
警方核查，该公司连续 3 年
来，其每年的账面利润均只有
1000 多万。

颇受投资参与人关注的成
都钱宝足球俱乐部，情况也不
乐观。据警方调查，2016 年俱乐
部净资产为-1879 万元，借款
7000 余万元，还拖欠数百万元
的球员工资，已经资不抵债。

张小雷旗下的多个公司，
实质上系空壳公司。据张小雷
介绍，钱宝网下属的企业有 70
多家，有实际经营的是 20 家
左右。另据杨某透露，在这些
企业中，“大多数企业是内部
关联交易为主”，即在钱宝系
下属企业之间，通过业务往来
的方式完成交易。

“雷式”驭人术

钱宝网宣传文章显示，参
加“雷的盛宴”需事先报名，主
桌报名费用500元/人（限每场
11人），次桌报名费用300元/
人，现场支付。

在张小雷的钱宝“帝国”
构建过程中，其对宝粉的驾驭
之术，令人叹为观止。

微博是张小雷在线上与
宝粉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在
这个拥有161万粉丝的个人平
台上，张小雷不时晒出工作
照，对外披露钱宝系项目进
展；他也颇富文采，隔三差五
地晒出诗词。自首后，张小雷
的最后一条微博评论数达到
了3600多条。骂人者鲜见，不
少粉丝依旧称他雷哥，并称要
不离不弃、等他出去。

在线下，“雷的盛宴”是张
小雷与宝粉互动的主要方式。
钱宝网宣传文章显示，参加

“雷的盛宴”需事先报名，主桌
报名费用500元/人（限每场11
人），次桌报名费用300元/人，
现场支付。

曾参加过“雷的盛宴”的
杨某说，这些饭局通常安排在
中高档饭店，邀请一些投资金
额较大、有代表性的投资人。

组织饭局的时间一般都是在
年底，春节之前。

杨某回忆说，张小雷会在
现场讲解近段时间钱宝系发
生的收购等重大事情，还会提
到公司来年的规划，希望通过
更多披露他的规划来稳定人
心。“在场参与的投资人都是
争着要找他签名合影的。”

在南京一位投资人眼中，
张小雷颇具个人魅力，会经常
在线下举办活动，很亲民、不
是高高在上的。杨某说，公司
能存活这么长时间，很大一个
原因是张小雷对投资人的心
理有一套相对有效的理论。张
小雷维持宝粉的一个重要方
式是“讲信誉”，他把信誉当成
能维持下去的手段。但杨某也
提到，“我觉得这种相信只是
建立在那时那刻的相信之上
的，就算他们知道有一天资金
链会出问题，但是他们不相信
自己是最后一棒。”

事实证明，在这个游戏
中，总有人要成为最后一棒。

对于宝粉的财产损失，张
小雷称要表达歉意。但他也再
三强调自己曾多次提示宝粉
注意风险，“由我造成的，我承
担法律责任。由他们的贪欲造
成的，那么你也要接受。”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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