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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電
話騙案非但未有停止跡象，更有蔓延之
勢，愈來愈多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成為騙
徒模仿對象。金管局昨日表示，收到市民
查詢，指接到聲稱金管局職員的來電，指
其公屋或居屋按揭出現問題，需要他們提
供個人資料以便跟進，或轉介他們到其他
公司借貸。金管局提醒市民，該局職員並
無就有關問題致電市民，也不會以電話或
電郵要求市民提供個人密碼等任何敏感的
個人資料，市民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小心保
管個人資料。
金管局表示，任何人若曾向這類來電者

提供過個人資料，應立即聯絡警方或香港
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電話號碼：2860
5012），以便警方跟進調查，保障受影響
者免受因透露其個人資料而可能招致的金
錢損失。

冒積金局推銷強積金產品
另一方面，積金局上月收到16宗市民查

詢，指他們接到自稱是積金局的職員、代
表或受積金局委託的人士來電，邀請其面
談商討其強積金投資或向其提供強積金資
料，較6月份的6宗大幅增加。該局上月也
收到20宗市民查詢，指收到自稱是強積金
代理人公司、強積金管理公司、強積金顧
問、強積金統計中心等人士的同類來電。
積金局昨日表示，十分關注事件，並會
因應個別個案的性質，向警方反映情況，
轉交相關個案予警方調查跟進。
積金局機構事務總監鄭恩賜強調，該局
從來不會推銷強積金產品，不會為此邀請
市民會面或要求市民提供其強積金賬戶資
料，也不會委託任何人士進行上述活動。

他又指，雖然至今未接獲有人遭受金錢損失，但普
遍來電者都能說出事主的名字，並邀約事主到公眾
地方討論強積金投資，而他們不會自動透露身份。

局方：市民有懷疑先致電確認
鄭恩賜表示，市民如有懷疑，應先核實對方身

份，包括致電積金局熱線和到積金局網頁查詢，以
確認對方是否註冊中介人，局方同時呼籲市民不要
隨便透露個人資料。
積金局早前已在網站（www.mpfa.org.hk）首頁貼

出告示，提醒市民特別留意可疑來電。另外，該局
今年初向所有強積金主事中介人發出通函，提醒中
介人在委聘市場推廣公司，以電話向計劃成員推銷
強積金服務時，務須審慎，並必須確保有關推銷活
動符合法例。

高收借貸手續費 警拘中介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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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客硬碌卡 舒適堡不舒適
過數3.8萬屈買10年會籍 不良營商課首宗健身中心案拘4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
早前接獲市民報案，指借貸時遭中介
公司騙取高昂手續費，油尖警區重案
組深入調查後，昨派員搜查尖沙咀一
間中介公司，拘捕11人，檢走大批文
件，初步相信涉款260萬元，估計受
害者逾百人，大部分仍未報案求助。
警方呼籲市民應小心財務公司以誤導
或非法手段提供借貸服務，收取高額
手續費。
涉案中介公司位於尖沙咀廣東道力

寶太陽廣場，被捕9男2女年齡19歲
至36歲，包括中介公司的董事及職
員，同涉「串謀詐騙」被扣查。行動

中警方檢走大批文件，包括逾百名債
仔的資料。
油尖警區刑事總督察莫俊傑表

示，油尖重案組探員於去年6月至今
年7月，共接獲8名受害人報案，稱
有人透過電話隨機尋找一些借貸信
譽欠佳的市民，聲稱其中介公司可
為他們進行債務重組，以及向銀行
作借貸。

借貸20萬 手續費18萬
莫俊傑指其中一個案的受害人，雖

成功透過中介公司借貸20萬元，卻被
扣起其中18萬元，聲稱用作債務重

組，但實際上中介並沒做任何事。當
事主向中介查問時，有人卻向受害人
稱：「睇清楚份文件啦！」原來受害
人簽署的文件中，有極細字體註明有
「手續費」條文。
莫續稱亦有受害人借貸不成功，卻

仍被追討「手續費」。一般而言借款
成功與否，中介都向受害人收取借款
額最少50%的費用。
警方提醒有財務問題的市民，宜找

合法的財務機構借貸，在簽署文件時
要格外留神，有中介公司文件內的細
字，註明借貸成功與否都會收取手續
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帥誠廣州報道）
近期以來，針對香港居民的電信詐騙個案明顯增
多。常年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港人，多數人也曾接到
電話詐騙而失財。不過，由於當地警方有針對性的
防詐騙宣傳到位，真正遭遇損失的港人並不多。有
不願透露姓名的警官告訴記者，廣東對電信詐騙打
擊力度大，極大壓縮他們的生存空間，故不排除他
們赴境外作案，或選擇港澳居民作為新的作案目
標，令香港電信詐騙案陡增。
內地錄得最大一宗涉港人的電信詐騙案發生在廣

州。據警方介紹，今年7月1日凌晨2時許，廣州警
方接到香港事主溫某報警，稱有人冒充供應商向其
公司發送修改收款賬號的電子郵件，導致其公司於6
月30日16時許將146.5萬美元（約人民幣909.42萬
元）貨款，匯入嫌疑人開設在工商銀行廣州某支行
的賬戶內，但尚未轉入到嫌疑人的賬戶。警方迅速
協調銀行應急處理，成功將事主被騙款項全部攔
截，為事主挽回909.42萬元人民幣損失。該案是廣
州警方反電信詐騙中心成立以來，協同銀行成功攔
截追回事主被騙資金最大的一筆。
在電話詐騙案中，老年人是重要受害群體之一。

今年已經年過八旬的戚伯，退休後離港到廣州友好
老人公寓養老，在內地生活的5年中，也收到過數
次詐騙電話。據戚伯回憶，他首次接到詐騙電話
時，對方稱有人要去法院告戚伯，並準確報出戚伯
的聯繫方式和住址，令戚伯一開始信以為真。但當
對方要求戚伯將戶口和存款轉到對方提供的「安全
賬戶」名下，令戚伯意識到對方很可能是詐騙，果
斷掛掉電話後報警。經歷了這次電話詐騙之後，戚
伯的防範意識也提高了許多，之後再接到類似自稱
是公安局或銀行工作人員的電話，都直接掛斷。

公安：居粵港人防範意識較強
據廣東省公安廳辦案民警介紹，目前，廣東曾發

生過在粵港人遭遇電話詐騙的個案，數目不算多，
損失金額也不大。他指出，長期在內地工作生活的
港人，遭遇電話詐騙的概率要高於在港居住的港
人，「在辦理工作、銀行、房產等業務時，或疏於
防範，洩露個人信息，或個人信息被非法利用，都
有可能被詐騙分子盯上。」因此，在內地工作生活
的港人，一定要注意保護好個人信息。
據香港工聯會廣州辦事處負責人介紹，當地派出所

也多次和他們合作，對港人進行防詐騙宣傳。「我們
目前還沒有接到因電話詐騙而主動上門求助的港人，
應該說，他們的防範意識還是比較強的。」

最大宗電騙港人案
粵警追回900萬人仔

涉案被捕3女1男年齡35歲至59歲，包括兩
名公司董事、一名經理和一名銷售員。根

據公司註冊處資料，該公司的兩名董事分別是
老闆陸毅強和何玉華兩夫婦。被捕4人涉嫌違
反《商品說明條例》中具威嚇性營業行為條
文，全部獲准保釋候查。

已擁10年會籍 遭硬銷多10年
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監督許偉明昨日表
示，案中投訴人是一名成年女子，今年3月到
涉案健身中心（舒適堡位於旺角的健身美容中
心）做運動時，一位女職員趨前向她推銷10年
會籍，由於女事主當時已擁有1個10年會籍，
所以對新會籍完全不感興趣，並已多次清晰地
向對方表明沒有興趣，然而該名銷售人員繼續
纏擾女事主。
據女事主稱，該銷售人員其後要求她提供
身份證和信用卡，以便查詢她可獲得的優
惠，當女事主交出身份證和信用卡後，有人
涉在未經女事主同意下，擅自往碌卡過賬3.8
萬元辦理10年會籍，並以威逼手段要求事主
接受。

職員：不能不要 給你你就要
許偉明引述女事主說，「已多番說我不要
這服務，但對方說你不能不要，已過了數，
以及現在不是你要不要，公司給你你就
要。」對方又以「打死狗講價」去「兇」事
主說「已簽了，你不能不簽名」。女事主當
時在壓力下不知所措，於是簽署信用卡收據
和有關合同，隨後立即向海關舉報。海關經
過調查後，於上月底至本月初拘捕涉案健身
公司的4名職員。
今次是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去年底成
立以來，首宗對健身中心的拘捕行動，而該
課至今接獲的71宗涉及健身中心的投訴中，
初步調查六成並不成立，餘下個案正在跟進
中。
海關呼籲消費者必須了解清楚個人的需要
及經濟負擔能力，如不欲購買服務，應堅決
拒絕簽署任何文件。而在作出交易決定前，
也不應隨便將身份證或信用卡交予銷售人
員，以保障自身權益。市民若遇到不良營商
手法，或懷疑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事件
發生，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
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商戶如使用騷
擾、威逼手段等手法，以致消費者作出交易
決定，則可能觸犯《商品說明條例》中具威
嚇性的營業行為條文，一經定罪最高可罰款
50萬及監禁5年。若罪行是在管理人員的同
意、縱容或疏忽下觸犯，管理人員也須負刑
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
楚雙）電話騙案近期不斷上
升，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
出席少年警訊滅罪夏令營後
表示，警方已跟進最近七個
月發生的電話騙案，上月案
件宗數更大幅上升，由於事
件涉及跨境罪案，因此有需
要與內地公安部門加強情報
交流。他提醒市民，騙徒手
法層出不窮，但最終目的是
騙財，因此一發現對方要求
匯款至不明來歷戶口及套取
個人資料，「幾乎都肯定係
騙局。」

兩地警直聯 速追款防騙案
盧偉聰指，警方早前拘捕
的4個疑犯涉及9宗騙案，
其中一宗牽涉跨境騙局，警
方日前去過廣州及北京與公
安部商討執法行動，乃因近
期多宗電話騙案都牽涉匯款
至內地戶口，或涉內地來
電，為了根治及減低問題發
生，警方有需要與內地公安
保持密切合作。他續指，雙
方達成的幾項協議包括建立
情報交流；建立直接聯絡
點，一旦有罪案發生可以直

接聯絡，方便盡快追回贓
款；及由東九龍專責小組負
責與內地部門進行常設會
面。
他補充，最重要仍是預防

罪案發生，雖然不少人詢問
如何分辨來電的真偽，但騙
案手法「真的層出不窮、日
新月異」，每日都有不同的
故事演繹，「就算我今天說
小心一種方法，但對方亦好
快會另找新方法。」但他道
出騙徒的最終目的，「即使
講到天花龍鳳，用不同故事
跟你說也好，最後一定要向
你取錢，要你將錢匯去一個
戶口，或者問你取個人資
料，或者銀行戶口甚至密
碼。」
他提醒市民，當去到匯款
一步就應立即提高警覺，因
正常機構不會在電話裡要市
民匯錢至一個不明來歷的戶
口，「一取錢、取賬戶密
碼，市民就要提高警惕。」
他補充，警方已從網絡、

傳媒及社區多個渠道大幅宣
揚滅罪訊息，希望市民留意
騙案手法，從而減低自己的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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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警方破獲一宗廣東警方破獲一宗
特大跨境電信詐騙特大跨境電信詐騙
案案，，抓獲嫌疑人抓獲嫌疑人。。

■■海關接獲投訴調查後海關接獲投訴調查後，，拘捕該中心拘捕該中心44
名職員名職員。。 記者劉友光記者劉友光攝攝

■■林鄭月娥及盧偉聰昨日探訪林鄭月娥及盧偉聰昨日探訪
少年警訊滅罪夏令營的營友少年警訊滅罪夏令營的營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 杜法

祖）一間健身中心的職員涉嫌以威逼

手段向人客推銷會籍，違反《商品說

明條例》中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條

文，海關接獲投訴調查後，拘捕該中

心4名職員，包括3名管理層和一名銷

售員。今次是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

課去年底成立以來，首宗針對健身中

心的拘捕行動。消息稱，涉案的是舒

適堡健身美容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務處主
辦、一年一度的少年警訊滅罪夏令營於本月
11日（周二）至14日（明日）舉行，今年約
有1,800名少年警訊會員參加。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保安局常任秘書長羅智光及警務
處處長盧偉聰昨日到烏溪沙青年新村探訪夏
令營營友，並在典禮上呼籲少年警訊會員協
助警方打擊罪案，宣揚禁毒信息。
今年少年警訊滅罪夏令營的主題是「青年領

袖，滅罪伙伴」。羅智光在典禮上指出，少年

警訊成立至今達41年，會員人數超過20萬，
其中非華裔會員增至3,000多人，屬歷史新
高。近年，青少年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數
字持續下降，羅智光相信少年警訊的工作在減
少青少年罪行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他勉勵少
年警訊會員繼續努力，協助警方傳播滅罪信
息，打擊罪案。
主禮嘉賓於典禮後參觀由20區少年警訊會

員製作的滅罪攤位。滅罪攤位設計比賽冠、亞
及季軍分別由油尖旺區、荃灣區及西區奪得。

■警方自不良中介公司檢走大批證物。

▲▼舒適堡健身中心。 網上圖片

■總督察莫俊傑指古惑中介公司供債仔簽文件細
字說明成功借貸與否都收取手續費。

■■不良中介公司共有不良中介公司共有1111
男女涉串謀詐騙被捕男女涉串謀詐騙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