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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你涉內地刑事 需保證金疏通

國寶級音樂家被騙2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近

事主被騙過程

期電話騙案急增，在警方派員到北京與內

地公安部門商討對策之際，昨日再揭發同
類被騙金額最大宗案件，事主是國際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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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寶級二胡大師王國潼及其妻子、著名

7 月 24日

李遠榕接到自稱「
李遠榕接到自稱
「香港郵
政局職員」來電
政局職員」
來電，
，指她涉及
內地刑事案，
內地刑事案
，要求她與
要求她與「
「中
國人民檢察院」
國人民檢察院
」聯繫
聯繫，
，並將
電話接駁至「
電話接駁至
「執法人員
執法人員」。
」。
騙徒要求李匯款逾 100 萬港
元到內地指定銀行戶口。
元到內地指定銀行戶口
。

女歌唱家李遠榕。夫婦倆日前被假扮內地
司法機構的騙徒騙去共 2,000 萬港元，至
昨晨與家人商量後始懷疑受騙報警求助。
警方經初步調查後，列作「以欺騙手段取
得財產」案，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李遠榕
李遠榕((左一
左一))、丈夫王國潼
丈夫王國潼((左三
左三))、兒
子王憓今年5
子王憓今年
5 月與朋友聚會
月與朋友聚會。
。 資料圖片
■二胡大師王國潼
二胡大師王國潼((右)
與太太李遠榕 2011 年
合照。
合照
。
資料圖片

九隊跟進，暫無人被捕。

「郵局職員」接駁「檢察院」
據悉，被騙走巨款的為國寶級胡琴（二胡）大師
王國潼（76 歲），及其妻子、著名歌唱家李遠榕
（73 歲）。消息稱，李遠榕於上月 24 日接到自稱是
「香港郵政局職員」的來電，指她涉及內地的刑事
案件，要求她與「中國人民檢察院」聯繫，並將電
話接駁至「執法人員」。騙徒曾要求事主於限定時
間內，匯逾 100 萬元的巨款到內地銀行戶口，以作
為保證金。
據知，李與丈夫商量後仍不虞有詐，照指示匯
款。上月 27 日，騙徒又聲稱要「疏通」，要求她再
次匯款；至上月 31 日，李先後數次到銀行及找換店
匯款至對方指定的內地銀行戶口，每次由 100 萬至
800 萬元不等，先後共匯款達 2,000 萬元。據稱，曾
經有銀行職員問她為何匯這麼大筆錢回內地，但她
因為太驚而繼續匯錢予騙徒。

看警方宣傳醒覺才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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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27日至
日至31
31日
日

冒充內地官員

騙徒再聲稱要「疏通」，要求李先後數
次匯款，每次 100 萬至 800 萬元不等。連
同先前匯款，共匯出2,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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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10日
日

王氏夫婦懷疑受騙，與兒子商量後報警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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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警方會商打擊騙案

■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羅夢熊
前日赴京與公安部門進行聯合會
議，商討打擊電話騙案的部署。他
昨晚返港。
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電話騙
案急升，電話內容不少以假扮內地官員及物
流機構進行詐騙，估計涉及金額逾 1 億元。
警方前日出動高層官員及負責追查電話騙案
的探員赴京與公安部門進行聯合會議，商討
打擊電話騙案的部署。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
處長羅夢熊昨晚返港後表示，會與內地部門
加強合作，惟詐騙集團分工專業，料受害人
難以追回款項。他又說，警方早前拘捕的 4
名疑犯是詐騙集團的最下線跑腿。
羅夢熊昨晚從北京返港。他表示，聯合會
議上與內地公安部門達成幾項共識，包括加
強雙方的情報交流，方便執法部門全面調查
及掌握騙徒的犯案手法；雙方亦會定期匯報
調查進展，並進行定期溝通。由於調查涉及
跨境、跨區及跨部門合作，因此所需的資源

相當多，調查時間也會較長。

集團分工精細 落網者皆跑腿
他表示，會議上有討論詐騙集團的組織架
構及犯罪模式，發現詐騙集團的層次及分工
鮮明，包括有主腦、負責打電話予受害人的
部門、網絡同黨以及「水房」，即收取欠款
的跑腿。只要欠款一到手，詐騙集團便會將
款項散發到不同戶口，令騙款難以追查。
羅夢熊續說，過去一個月內拘捕的 4 名本
地疑犯，來自不同的詐騙集團，但全為負責
收錢的最下線跑腿，不過事件仍在追查中，
有結果就會向外界交代。
他提醒，雖然集團主腦未來或會落網，但
詐騙集團產業化的運作，令受害人取回被騙
款項的機會甚微。他補充，騙徒手法層出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民建聯繼日前
與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會面，反映詐騙
案件有惡化跡象後，日內將組團往廣州與廣東
省公安廳官員會面，加強兩地合作以打擊跨境
騙案。民建聯副主席、代表團團長彭長緯昨日
向本報表示，期望公安部可派員出席會議，一
同商討問題。
據了解，由彭長緯率領一行8人至10人的民建
聯代表團，預計於周四啟程往廣州與廣東省公安
廳官員會面，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與陳恒
鑌、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青年民建聯主席
顏汶羽等人。彭長緯表示，確實出發日期及廣東
省公安廳由何人接見等細節仍未落實。

就有人假冒中聯辦及內地官員詐騙，中聯辦有關
負責人早前已公開澄清，中聯辦及內地公安、檢察
機關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直接向香港市民發送電話
語音留言，上述行為純屬騙局，提醒市民提高警惕
並及時報警。
該負責人指出，這些不法分子採用的詐騙手法通
常為：以中聯辦官員或中聯辦總機名義向市民發送
電話留言，以「取回資料」或「覆電聯繫」等方
式，誘騙市民按錄音指引撥打指定電話，隨後不法
分子自稱內地公安機關人員，按程序通知該市民其
名下銀行賬戶涉嫌洗錢等刑事犯罪，並以可能「入
關被扣」或「坐監×個月」恐嚇威脅，待市民心存
疑慮後，不法分子再讓其撥打所謂「檢察機關」電
話號碼，電話撥通後另一不法分子配合上家繼續編
造騙局，最終誘騙市民將銀行錢款轉至指定賬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女騙徒收錢再加碼露破綻
由於電話騙案急增，警方加強打擊並拘捕部分騙徒。過去

內地打出電話 顯示香港號碼
彭長緯指出，近日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受害
者除港人外，亦不乏內地、台灣及澳門人。他
又說，由於不少香港人有親友於內地或與內地
有生意來往，容易一步一步落入騙徒圈套，令
人防不勝防。他指出，由於不少行騙電話均由
內地打出卻顯示香港的電話號碼，相信騙徒是
從內地的電訊供應商層面「做手腳」，希望內
地當局可協助打擊騙案。彭長緯亦希望公安部
可派員出席會議，一同商討問題。
顏汶羽表示，電話騙案愈來愈多，受騙者亦
愈來愈廣泛，促請香港警務處要更全面宣傳提

門及警方雖不斷呼籲提防受
騙，但仍不時有香港市民上
當破財。近期情況蔓延至有銀行、旅行社
等私人機構也被歹徒冒充，連廉署發信給
市民亦被質疑其可信性。根據警方數字，
「假冒內地官員」電話騙案數字今年大幅
增加，警方在 1 月至 7 月共接獲 1,038 宗案
件，其中 838 宗案件於 7 月接獲，涉及金
額 1.26 億元。為打擊該類騙案，警方已成
立專案小組，與不同機構緊密聯繫，及與
境外執法部門包括內地公安部門交流情
報，和透過不同渠道繼續加強宣傳。
根據警方數字，電話騙案在 2015 年顯著
上升，首 7 個月錄得 2,371 宗，損失金額達
1.757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1,395 宗上升了
70%。其中，「假冒內地官員」電話騙案數
字大幅增加，今年 1 月至 7 月警方共接獲
1,038宗案件，其中838宗案件於7月接獲，
涉及金額 1.26 億元。為此，警方發言人呼
籲市民在接到可疑來電時保持冷靜，時刻注
意保護個人資料，包括銀行賬號及密碼。如
有任何懷疑，應即時與警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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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曾提醒市民莫受騙

窮，但最終目的都只是取錢，警方會不時更
新資訊，阻止詐騙罪行發生，市民應小心提
防電話騙案，不要隨便輕信陌生人的說話，
未核實對方身份便將財產奉上；同時切勿向
他人透露個人資料包括銀行戶口號碼及賬戶
理財密碼。
本港涉及假冒內地機構、官員的電話騙
案數字近月大幅上升，連同公營、私人機
構均接獲有關來電，市民匯款至騙徒指定
戶口後方發現被騙，警方估計詐騙金額總
值超過 1 億元。消息稱，香港警方一直有
從不同平台及渠道與內地單位交換情報，
打擊各類騙案，但因近期騙案明顯增加，
加上涉案騙徒及集團可能遍佈內地及其他
地區，故公安部日前特別召開會議商討部
署行動。

民建聯擬赴穗求助公安廳

電話騙案近月急增，曾被

 冒認的中聯辦、金管局等部

月 宗

直至日前，王氏夫婦看到「提防電話騙案」的警
方宣傳，發現與自己的遭遇相似，懷疑受騙，經與
兒子商量後，至昨晨10時43分終致電報警求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類似的電話騙案
越來越多，過去10天，他已經收到50個市民求助。
他呼籲市民匯錢給人前，應該先核實，並與家人商
量，「這個月以來都有不少，當中例如有假扮旅行
社、假扮內地官員，還有假扮速遞公司。（假扮）
速遞公司這個星期以來滑落了，但一個婆婆不見到
2,000多萬，這個個案很讓人傷心。」
王國潼早於 1960 年代已蜚聲樂壇，被譽為國寶級
二胡演奏家，現為浙江音樂學院特聘教授、中央音
樂學院客座教授，及香港王國潼二胡基金會長。
王的夫人李遠榕也是內地著名的歌唱家。她畢業
於中國音樂學院聲樂系，擅長演唱各種風格歌曲，
最受稱頌的是演唱京劇及豫劇曲目。李曾於河北省
歌舞劇院、中國廣播說唱團、中國廣播電視劇團及
中國廣播合唱團工作，獲獎無數。1992 年，一家移
居香港，李現於香港演藝學院擔任中國聲樂導師。
兒子王憓亦隨父所學，成為本港著名二胡演奏家，
有「二胡王子」之稱。王氏一家同住銅鑼灣波斯富
街48號軒尼詩大廈一個高層單位。

0 1 個月，警方已拘捕 4 名涉電話騙案的港人，共涉案件達 9

宗。其中1宗騙案的女騙徒已被檢控提訊，暫准保釋候審。
案中 30 歲女被告曾獻娣報稱是酒店管房，她被控一項
「串謀欺詐」及「冒充公職人員」罪，指她涉在本月 24 日，與他人向受
害人指稱受害人被公安揭發涉及非法活動，要求提供金錢利益以表清
白，並在跑馬地一住所內冒充廉署人員。
根據早前報道，該電話行騙集團於 7 月 23 日自稱是中聯辦職員，指稱
受害人黃安爵在內地觸犯法律，為要表明清白，受害人被要求繳付 20 萬
元保證金。其後被告到受害人位於跑馬地的住所收錢時，展示一張偽冒
廉政公署職員證件。被告收錢後仍未滿足，再次要求受害人繳付多 30 萬
元。受害人終覺可疑報警求助，警方到受害人住所埋伏，待被告上門收
錢時將她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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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計劃派人赴廣州，求助廣東公安廳協
助打擊電話騙案。
中央社
防電話騙案的訊息，包括透過互聯網、交通工
具及政府建築物等加強宣傳，並與通訊供應商
合作，讓市民更容易識別來電，提高警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