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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警證23疑犯涉港電騙
中聯辦：兩地加強情報交流 遏騙案在港擴散蔓延

東亞前高層涉貪控罪重複

涉騙銀貸4700萬
船務女文員脫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石油產品零售
公司東主與船務女文員，被控串謀製作多份虛假
交易文件，先後7次向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訛騙信用證，以取得共4,700多萬元人
民幣貸款。兩被告分別為永冠（中國）投資有限
公司東主劉偉豪（52歲）及船務女文員林詠茹
（38歲），同被控一項詐騙罪，劉已於今年4月
去世，林則否認控罪，昨日在區域法院受審。
法官林偉權昨裁決時指林沒案底，相信其口

供，深信她案發時對欺詐行為不知情，故裁定她
脫罪及可獲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正職工程公司
女秘書的街頭樂隊「SMS」女成員吳慧梅，於任
職公司向上司、同事及朋友訛稱可以「優惠價」
代買iPhone 6手機，惟大部分電話未有如期交
貨，被告承諾會退款的支票又「彈票」，其中兩
名事主報警求助。被告早前承認盜竊及以欺騙手
段取得財產共5罪，另3項盜竊及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不獲控方起訴。辯方昨替被告求情，將於今
天判刑。
現年44歲女被告吳慧梅，於去年8月至11月用
公司支票，向電話公司購入多部iPhone 6電話，
再向眾事主訛稱可用「優惠價」代買iPhone 6，
騙了5名事主，涉案款項高達410萬元。
辯方昨求情時指被告因一時貪念犯案，惟案發

後被告丈夫要求離婚，她亦被警方拘捕，現已感
到歉疚。被告已盡力償還一部分金額予其中兩名
事主，失去婚姻亦對她造成心理上的懲罰。已報
讀大學進修課程的被告承諾法庭，他日出獄後會
重投社會作出貢獻。

代購iPhone 6呃410萬
女樂手認罪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東亞銀行高
級副總裁劉有為涉嫌收受一家公司董事總值150
萬元利益，包括免費入住赤柱富豪海灣、折扣購
買保時捷跑車等，作為處理某公司信貸申請之報
酬。該公司董事與其侄兒及一名裝修公司負責人
同被控。案件原定昨日開審，惟代表次被告的資
深大律師謝華淵表示，昨開庭前兩分鐘才收到向
控方要求的文件，控罪中亦有兩項疑有重複之
嫌，要求控方解釋。控方最終將次被告從被控的
串謀捏造賬目罪中除名。案件今續審。
4名被告依次為劉有為（41歲）、譚伯榮（66
歲），譚的侄兒譚曉傑（32歲）及陳成業（40
歲），被控向代理人提供利益、代理人接受利益
及串謀捏造賬目共15罪。

牙醫非法集資炒舖案表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恒健

牙科前行政總裁兼牙醫冼仲彥，涉嫌於
2011年成立投資公司，以「搭上搭」形
式招攬熟人非法集資，炒賣舖位獲利逾
3,000萬元，案件昨於區域法院裁定表
證成立，冼出庭自辯。案件今續審。
冼作供時透露，買賣舖位等物業起

源於澳門恒健診所業主有意放售，他
便與恒健另一牙醫購入物業，之後見
香港樓市上升，便繼續買舖投資，及

至證監會調查時已買入47個物業，大
部分由他簽訂臨時買賣合約。
兩被告依次為IPFUND Asset Man-

agement Limited（下稱 IPFUND）及
冼仲彥（44歲），早前否認經營某類
受規管活動的業務及顯示經營某類受
規管活動的業務共4罪。
冼仲彥供稱，1998年與兩位朱姓及

周姓牙醫成立恒健，當時澳門亦設有
診所。由於澳門診所的業主有意放

售，他與恒健其他股東商量後，決定
與朱醫生買下物業。冼又提議找多幾
個人買，該物業最終由冼、冼的胞
弟、朋友及同事共8人購入。眼見香港
樓市上升，冼買入47個物業作投資。
由於工作繁忙，部分物業由同事朱醫
生、冼妻及冼母簽訂臨時合約，惟物
業訂金主要由冼出資。
案情指，冼是IPFUND唯一董事及

股東，2011年 2月至12月期間，IP-
FUND涉安排多名投資者參與16項舖
位投資，獲利逾3,000萬，兩被告收取
逾200萬顧問費。

銅鑼灣大綱圖限高 希慎城規終院「決戰」

內地警首助港查電騙 破案8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電信詐騙案肆

虐，中央領導高度關注事件，內地警方近期組織打
擊電信詐騙的專項行動，成功破獲近4,000宗電信
詐騙案，涉及香港及內地逾20個省市區，當中涉
及香港的案件共有8宗。中聯辦警聯部有關負責人
昨日表示，這是內地警方首次協助香港破獲此類案
件。

中央多次批示 23部門聯手
近年來，電信詐騙犯罪持續擴散與蔓延，令包括

香港市民在內的民眾財產造成重大損失。中央領導
對此高度關注，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多次批示，要求採取綜
合措施、重拳出擊、嚴厲打擊、切實遏制電信詐騙
犯罪蔓延，有效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今年6月，國務院批准建立了由23個部門參加的

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繫會議
制度。10 月9日，國務委員、部際聯席會議召集
人、公安部部長郭聲琨主持召開第一次會議，要求
相關部門要各負其責，聯手開展打擊行動，堅決遏
制電信網絡新型犯罪的勢頭。 10月30日，聯席會
議辦公室部署在全國範圍開展為期半年的專項打擊
行動。

外交警務「雙管齊下」境內外配合
針對各地在工作中發現大量涉及境外的線索，部

際聯席會議辦公室決定將境外電信網絡詐騙窩點列
為首戰打擊目標。公安部迅速向印尼及柬埔寨派出
工作組，與當地警方聯手開展專案偵查。公安部在
國外充分調動各種資源，採取外交及警務執法合作
「雙管齊下」的辦法，推動當地執法部門配合我方
工作；國內則堅持「全國一盤棋、上下聯動、聯合

作戰」的原則開展工作。
10月19日，公安部赴印尼工作組聯同香港、台
灣與當地警方開展抓捕行動，在印尼多地成功搗
毀電信詐騙窩點 8個，抓獲224名疑犯，包括86
名大陸籍及138名台灣籍。
廣東警方除參與印尼的抓捕工作外，亦根據公

安部的統一部署，在境內同步開展抓捕行動，抓
獲從印尼、菲律賓等地入境回國的23名疑犯，成
功摧毀了一個在菲律賓設點，冒充中聯辦及大陸
執法機關對香港及內地民眾實施詐騙的犯罪團
夥、凍結涉案贓款逾100萬元。
10月31日，赴柬埔寨工作組聯手當地警方、移
民等執法部門開展聯合抓捕行動，成功搗毀電信網
絡詐騙窩點3個，抓獲168名疑犯， 繳獲大批電
腦、手機、銀行卡等作案工具，破獲電信詐騙案近
1,00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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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自稱
患先天性兔唇的士司機，因不滿非法白
牌車打擊的士行業，自動請纓參加工會
行動，組成「放蛇特工隊」，在港九新
界電召客貨車，且不帶貨物登車，欲收
集資料向運輸署反映非法載客問題。一
名輕型客貨車司機被揭發涉嫌非法載
客，昨在沙田裁判法院被控非法駕駛汽
車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罪及駕駛汽車
時無第三者保險罪，他維持否認控罪，
裁判官裁定表證成立，被告選擇不答辯
及不傳召辯方證人。案件排期至本月23
日裁決。
的士司機江瑞棠作供稱，去年8月14
日致電GoGoVan，欲由上水劍橋廣場
前往沙田中央廣場，他向接線生稱沒攜
帶任何貨物，接線生稱車資為110元。
客貨車司機3分鐘後抵達，車抵目的地
後江收取收據及付賬，其後報警投訴。
案中45歲被告客貨車司機麥國祥，
昨維持否認控罪，辯方提出案件無影片
作證，且接線生身份未明。案中另有揮
之不去的疑點，即登車人非證人江瑞
棠，不排除插贓嫁禍的可能。證人參加
工會行動及作供，或有利益衝突，致證
供不可靠。

辯方質疑講假話
江昨在庭上稱自備記事簿筆錄「放蛇
戰績」，如電召車車牌、車程及車資，
同晚與他區的參加者集合，互相「報
料」再一同報警。江續稱，登車時只攜

一個黑色斜孭袋。辯方質疑，車上有一個2呎乘
3呎的速遞袋，而登車者是皮膚黝黑、有頭髮的
男士，直指非禿頭的江本人。辯方強調記事簿上
字跡多變，記錄經刪改，質疑江為對付白牌車而
說謊。江自言庭上宣誓後皆說真話，辯方直斥
「幾百年來個個上庭都宣誓」。
另外，江承認事隔多月，現無法認出司機，
但強調放蛇行動非針對單一公司。翻查資料顯
示，江早前成功投訴成記客貨車司機，該司機
被罰款3,000元及停牌12個月。
江昨在庭外指自己入行32年，眼見的士行業
受壓，自願參加北區的士商會的行動。他舉例
指由上水前往沙田，的士收費為130元，但無
第三者保險的白牌車則收費110元，便宜約兩
成，明顯不公平。他續稱，行動中有司機為打
擊非法白牌車，勞心勞力而逝世。

兩地牌「保姆車」走私
皇崗檢300支茅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通訊
員 蔣昕 深圳報道）近日，一港人司
機借兩地牌「保姆車」走私300瓶茅
台，遭皇崗海關查獲。皇崗海關方面
表示，這起走私案初估案值約人民幣
30萬元。今年以來，皇崗海關在兩地
牌小車渠道已查獲兩地牌車輛夾藏走
私案件700餘宗，其中查獲夾藏酒類案
件 100 餘宗，查獲各類酒水近 6,000
瓶。
「這輛車此前因進出境異常，已經

引起了我關風險部門的注意，早已將
其列為了重點監控查驗對象。這輛車

剛一進入海關出境自動核放系統，警
報就響起了，我們立刻對車輛進行了
檢查。」查驗關員小洪告訴記者，關
員檢查「保姆車」車廂發現並不很大
的空間內，塞下了5個巨大的行李箱。
「這5個行李箱體積超大，重量也很
沉。我們將行李箱打開，發現裡面全
部都是瓶狀物品，瓶裝物品塞滿了行
李箱，每箱大概有60瓶左右，分上下
兩層，每層兩排，塞得幾乎密不透
風。」關員說。
經檢查發現這些瓶子全部都是茅台

酒，包裝盒全部都已去掉，僅留酒瓶

瓶身。經過初步清點，這些茅台酒共
計有300瓶，初估案值約人民幣30萬
元。
目前，該案已移交海關緝私部門作

進一步處理。

■■皇崗海關關員查獲的走私茅台皇崗海關關員查獲的走私茅台。。
皇崗海關供圖皇崗海關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銅鑼灣「大地主」希
慎興業不滿城規會於2010年公佈的銅鑼灣與灣仔分區大
綱草圖，對區內新建築加設130米的高度限制，且不可
建設空間。希慎集團旗下10家公司，認為高度限制窒礙
其重建計劃及減低重建後的價值，提出司法覆核求推翻
決定，被駁回後去年上訴得直，將爭議發還城規會重
議。惟希慎及城規會均不服上訴庭對部分爭議點的裁

決，分別提出上訴。終審法院昨頒下判詞，各向希慎及
城規會提出的其中一項理據給予終院上訴許可，意味雙
方齊齊上終院「終極決戰」。
本案涉及希慎旗下10項物業，包括希慎廣場、利園、

利園二期、新寧大廈、新寧閣、希慎道壹號、希慎道18
號、禮頓道111號、禮頓中心及利舞臺廣場。上訴庭去
年雖裁定希慎勝訴，但希慎仍不滿上訴庭個別裁決，早

前向上訴庭申請終院上訴許可，其中一個理據獲批。而
理據全數被上訴庭駁回的城規會，昨獲終院就其中一項
理據直接批出許可。
另外，觀塘道啟德大廈的發展商東展有限公司，亦
不滿城規會的高度限制，2012年司法覆核勝訴，城規
會上訴失敗後向終院直接申請許可，但終院昨拒絕其
申請。

今年8月，香港警務處高層赴京赴粵，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打擊
電信詐騙犯罪後，公安部高度重視香港通報的情況，並要求廣

東省警方全力協助香港偵破案件。據了解，廣東省警方迅速採取有
力措施開展工作，包括成立專案組負責案件偵破工作；啟動與香港
警隊的「特別通報機制」，協助港方迅速處理各種偵查信息；協調
金融監管部門，啟動臨時緊急止付機制，只要接獲港方通報，迅速
啟動止付程序，最大限度為受害人挽回經濟損失。

王國潼被騙124萬成破案關鍵
另一方面，內地相關部門亦利用公安機關大數據平台對香港發生
的案件進行分析研究，迅速鎖定了設在印尼「詐騙話務組」的窩
點。相關部門以國寶級二胡大師王國潼被騙124萬元案件為切入點，
發現了不法之徒在菲律賓設點，冒充中聯辦及內地執法機關詐騙香
港與內地居民大量金錢的窩點。
談及公安部讓廣東警方協助香港破案時，該名中聯辦警聯部有關
負責人表示，廣東毗鄰香港，粵港兩地警務合作的歷史由來已久，
廣東警方對電信詐騙案件的偵辦有着豐富的經驗，其辦案水平及能
力均得到公安部的高度認可。
談及今後的工作安排時，該負責人表示，對已抓獲的涉嫌詐騙香港
居民的疑犯要進一步審查、深挖及核實案件。他續說，內地與香港警
方就已抓獲的疑犯及相關案件互通證據材料，兩地進一步加強情報交
流，密切關注粵港兩地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發展趨勢及作案手法的變
化，進一步加大對粵港兩地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聯合打擊力度。此
外，內地相關部門亦會配合香港警方做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宣傳，
遏制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在香港擴散及蔓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電話騙案早陣子一度令

內地及香港市民聞之色變，騙徒甚至冒認政府機構及執

法部門，令不少人猝不及防，被騙光積蓄。中聯辦警聯

部有關負責人昨日表示，內地警方至今已抓獲多名既詐

騙內地民眾又詐騙香港居民的疑犯，已核實2,947宗案

件，涉案金額高達人民幣2,271萬元。他指出內地警方

抓獲的疑犯當中，有23人參與涉及香港的案件。他指

出，兩地警方會進一步加強情報交流，內地一方亦會配

合香港警方做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宣傳，遏制電信網

絡詐騙案件在香港擴散及蔓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一名年約40
歲男子，昨晚與多名單車發燒友結伴到港島大
潭水塘踩單車。至晚上9時許途至大潭篤水塘
堤壩附近落斜路段，突翻單車墮地昏迷，同伴
發覺報警，惟送抵東區醫院證實不治。
多名友人事後騎他們的耷頭單車趕到醫院了

解情況。據同伴表示，他們是朋友相約一起踩
單車，並不全部認識。事發時，他們帶頭落
斜，事主在後，所以不清楚他翻單車原因是病
發抑意外。警方已列作交通意外有人死亡，死
因有待剖屍確定。

單車男魂斷大潭篤單車男魂斷大潭篤

■內地警方近期組織打擊電信詐騙的專項行動，破獲電信詐騙案近4,000
宗，涉及內地20 多個省市區和香港地區。圖為警方在電信詐騙案犯罪窩點
抓獲的嫌疑人。 資料圖片

■10月19日，公安部赴印尼工作組聯手香港、台灣與當地警方開展抓捕行
動，在印尼多地成功搗毀電信詐騙窩點8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24名。圖為
工作組在印尼研究案情。 中通社

■■多名單車發燒友到醫院了解情況多名單車發燒友到醫院了解情況。。
（（紅圈紅圈））昏迷男子送院不治昏迷男子送院不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