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騙年升60倍「官號」新招逼真
藉確認來電增信任 本月8天8宗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

禮傑）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騙徒犯案手法往往令

人防不勝防。香港警方去

年錄得1,423宗假冒內地官

員電話騙案，按年大幅上

升逾60倍，其後數字雖有

下降趨勢，但近期就發現

騙徒於去年10月起微調手

法捲土重來。香港警方昨

日表示，新的手法包括讓

受害人自行確認來電真

偽、要求受害者以錄音方

式在電話內備案，及要事

主主動申報資產等，說穿

了都是騙取信任或令騙局

更逼真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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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官電騙舉報數字及損失金額
時期 舉報數字 有損失個案 損失（港元）

2014年 23 13 290萬

2015年1至2月 11 3 200萬

2015年 1,423 561 2.9億

2016年1月至2月 76 49 1,700萬

2016年3月1日至8日 8 5 6,000萬

資料來源：香港警方 整理：記者 莊禮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於去年6月在西
貢蠔涌亞視舊片廠破獲炸藥庫案，涉案5名男子同被
控一項串謀導致爆炸或製造、存有炸藥意圖危害生命
或財產罪，案件正式排期於明年2月6日至3月1日在
高等法院進行審訊，預計審期18天，並於今年10月
25日作預審。
案中5名男被告依次為無業的陳耀成（34歲）、地
盤工人鄭偉成（29歲）、意大利籍電腦技術員彭艾烈
（21歲）、無業的胡啟賦（21歲）以及文廷洛（23
歲）。

亞視舊廠炸藥案明年2月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荃灣線昨晨上班
繁忙時間又發生列車故障，導致沿線車站的月台塞滿
人，乘客無不怨聲載道。
港鐵發言人稱，上午7時40分荃灣綫一列往荃灣的

列車駛至旺角站時，車長發現列車運作不暢順，報告
控制中心後即安排乘客落車。該列車於數分鐘後駛離
月台，其間列車服務一度受阻約20分鐘。
有乘客不滿道：「上車後5分鐘至10分鐘才有廣播

說列車故障，要求所有乘客落車，因為趕時間返工，
要立即坐的士。故障唔緊要呀，唔好待人上了車才通
知嘛。」

六旬翁太子站行樓梯跌穿頭
另外，港鐵太子站昨晨發生乘客在樓梯失足跌傷意

外。昨晨7時53分，67歲姓黃男子在太子站乘搭港
鐵，從1、2號月台行樓梯往下層的3、4號月台，當其
行至最尾數級樓梯時，懷疑一時失足跌倒，致頭部受
傷流血。職員發現馬上協助事主止血及報警，救護員
到場將其送院治理。
警方稱，傷者事發前曾與一名53歲姓李男子因踩腳

問題發生爭執，其間事主落樓梯時跌倒，案件列作
「糾紛」及「意外受傷」處理。

港鐵故障 旺角站塞爆上班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蠱惑財務中介公司涉嫌詐
騙申請貸款的客戶，涉款高達600萬元，警方接獲受害人投
訴經深入調查後，前日在尖沙咀拘捕一名涉案男子。
被捕男子姓江，20歲，涉嫌「串謀詐騙」被帶署扣查。

消息稱有人任職借貸中介公司，前晚被警方帶到尖沙咀中港
城一間辦公室搜查，探員同時取走一批文件。

借170萬實得25萬 事主報警
警方表示於今年2月下旬接獲一名56歲男子報案，指接到
借貸推廣電話後，獲告知尖沙咀一間借貸中介公司可為他安
排低息貸款，受害人遂到該中介公司簽署合約。該中介公司

的職員其後帶受害人到另一間財務公司貸款170萬元，並要
求將其中145萬元交予中介公司，聲稱為清還受害人的債務
及作為安排取得銀行低息貸款的費用。
受害人將款項交予該中介公司後，發現未能獲得貸款，亦

未能聯絡該中介公司的職員，懷疑受騙於是報警。油尖警區
刑事調查隊接手調查後，前日下午到中港城破門進入一單
位，拘捕一名20歲姓江本地男子，並撿獲一批文件，相信
該公司至少涉及5宗案件，涉款600萬元。
警方呼籲市民如申請借貸，必須留意合約條款、批核時間
及服務費金額。如對借貸條款有任何懷疑，應該考慮終止申
請。

吸血中介呃600萬 20歲職員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立法
會議員黃毓民前年7月在行政長官答問
大會上，涉向特首梁振英擲玻璃杯，黃
其後被控普通襲擊罪，案件原定4月中
開審，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黃早前要求法庭發出70張證人傳票，傳

召全體在場議員及司局級官員作供，惟裁
判官昨日以黃不能證明「潛在證人」的證
供對本案有何幫助，駁回其申請。暫未有
任何辯方證人的黃毓民稱會提出覆核，若
覆核失敗更會上訴至高院。
黃毓民早前去信要求法庭向24人發

出證人傳票，他昨日再補上46人的資
料，合共申請為70人發傳票，包括14
名官員、55名立法會議員及秘書長、1
名中央政策組顧問。
他向法庭解釋，該 70名「潛在證
人」身處現場不同位置，有可能目擊案
發經過。
裁判官指，黃無法證明擬傳召人士的

證供對本案有何幫助，也未有足夠資料
支持法庭發出該70張證人傳票，故駁
回其申請。
黃不滿駁回決定，稱會於14日內要

求裁判官覆核，若仍被覆核不成功，會
上訴至高院。
本案原定於4月11日審訊，因黃毓民
會向裁判官提出覆核，甚至上訴至高
院。黃承認無可能如期開審，屆時會提
出永久終止聆訊，又稱「官司好煩人，
但我好有興趣」。
黃毓民昨日於庭外稱，法庭連證人傳
票都不肯簽發，「潛在證人」肯出庭的
希望更加渺茫，控方卻有包括特首梁振
英、特首保鑣及立法會議員黃定光等在
內的20名證人，若受審「都係凶多吉
少，被定罪機會很高」，又稱法庭「雙
重標準」，並非公平審訊，對他不公，
形容是政治打壓。

「掟杯案」傳證人失敗 黃毓民認「凶多吉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被控
普通襲擊罪，昨午在東區法
院提堂，「熱血公民」成員
黃洋達及「四眼哥哥」鄭錦
滿也有到場。黃毓民到達法
院前數十名「保衛香港運
動」及「同心護港」成員已
在法院門外聲討黃毓民。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
傅振中指出，黃毓民在立法
會上使用暴力，包括擲玻璃
杯及搗亂官員物件，必須受
到公正嚴明及有阻嚇性的法
律制裁，否則，「暴力常規
化」對香港社會將會造成長
遠而不良的影響。
他續說，今天青少年已經

有樣學樣，以反對權威為
樂，以為犯罪毋須負上代
價，只會令今後社會再不會
以理服人，形成道理講不通
便使用暴力的風氣，因此絕
不能姑息、縱容。
「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
明則指，自從黃毓民擔任立
法會議員後，將粗暴行為及
惡意謾罵的文化帶入會議
廳，為社會帶來極壞影響，
包括增加了社會的戾氣。
他引述網上言論指，黃毓

民是「熱血公民」及「本土
民主前線」的「幕後黑
手」，其暴行對香港經濟的
破壞難以估計，包括令訪港
旅客下跌等，必須譴責。

「保港」「護港」批黃毓民「教壞細路」

警方表示，本港去年有1,423宗假冒內
地官員的電話騙案，比2014年的23

宗大幅上升逾60倍，雖然近月相關數字有
回落趨勢，由去年7月的838宗跌至上月的
2宗，但單是今個月的首8天已有8宗相關
舉報，當中5宗有金錢損失，涉及金額約
6,000萬元，其中一宗受害人共被騙去高達
5,800萬元，是至今假冒內地官員電話騙案
損失最大的個案。

程式改號碼「正牌」呃信任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林焯豪昨日指
出，騙徒發現行騙的成功率減低，於是改變
策略，加強訛稱內容的可信性，將騙局演繹
得更逼真。自去年10月，騙徒開始微調行
騙手法，並出現於今年大部分相關騙案。受

害人大多未必太留意時事，或太集中於工
作，令騙徒有機可乘。
林焯豪指出，騙徒其中一個使用的新招

數是讓受害人自行確認來電真偽，增加受害
人的信任，「騙徒會先向受害人提供真實的
執法部門電話號碼，讓他自行在互聯網搜
尋，然後以程式更改為該部門號碼致電受害
人，受害人因而信以為真。」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高級督察譚汝禧充

指，騙徒訛稱受害人違法後，會轉交所謂執
法部門處理，該名「執法者」會要求受害者
以錄音方式在電話內備案，套取受害者個人
資料作之後行騙用途，「騙徒更會指受害者
需在安靜環境錄音，並勒令要保密通話內
容，其實是阻止事主將事件告訴親友令東窗
事發。」

譚汝禧續說，騙徒其後會再要求受害人
列出一張「金融清查單」，主動申報銀行賬
戶、汽車、物業，以至保險及基金資產，其
實騙徒只是藉此套取受害者的銀行賬戶資
料，方便騙取現金。

威迫「利誘」騙裝程式轉資產
騙徒其後又會訛稱事主犯了經濟罪行，

發出虛假的凍結資產令及刑事拘捕令再作恐
嚇，之後會有「檢察官」稱「體恤」事主，
破例為他們進行特快查辦以證明事主清白，
誘騙事主將「保證金」傳入內地銀行戶口及
下載電腦程式，令騙徒可遙控受害者電腦作
資產轉移。林焯豪說：「所有受害人都沒有
犯罪，但他們卻急於讓對方還自己清白而正
中騙徒下懷。」

香港警務處今年在1
月回顧本港去年整體罪
案情況時曾指出，去年
底內地新來港人士及留

學生佔假冒內地官員電話騙案受害人比
例較高。然而，警方昨日指情況有變，
今年首兩個月的相關案件受害人中，本
地居民及有內地背景的市民各佔一半。
另外，約有20%為家庭主婦。
警方又透露，正與香港城市大學合
作，開發分辨騙徒號碼的手機應用程
式，希望方便市民，形式與坊間隔阻騷
擾來電程式「小熊來電」相似。警方會

建立包括市民舉報的騙徒號碼資料庫資
料，程式核對後會將騙徒來電標示，讓市
民拒絕接聽。警方表示，城大已開始研
發，希望約兩個月後能推出試行計劃。
根據警方數字，今年首兩個月接獲76

宗假冒內地官員電話騙案的舉報，當中
49宗為有損失的個案，損失金額為1,700
萬元，對比去年同期的11宗舉報、3宗
有損失個案及200萬元損失金額都要高；
而前年全年則有23宗假冒內地官員電話
騙案舉報、13宗有損失個案及290萬元
損失金額。

■記者 莊禮傑

「中伏」本地人佔半 兩成師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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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焯 豪
（左）指，
騙徒發現行
騙的成功率
低了，於是
改變策略。
莊禮傑 攝

■「保衛香港運動」批黃毓民煽起激進暴力文化。黃偉邦 攝

■「同心護港」聲討黃毓民。 黃偉邦 攝

■■探員在中介公司內檢走一批文件探員在中介公司內檢走一批文件。。

■■探員在中港城探員在中港城
懷疑涉案中介公懷疑涉案中介公
司 拘 捕 一 名 男司 拘 捕 一 名 男
子子。。

3月10日(第16/02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12日

頭獎：—
二獎：$1,738,470 （0.5注中）
三獎：$96,580 （48注中）
多寶：$8,869,235

9 14 24 30 33 48 43

■■黃毓民昨午在東黃毓民昨午在東
區法院提堂區法院提堂。。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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