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搗跨境南亞人蛇集團
港警搜多地拘73人 包括12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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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騙案統計數字
網上情緣騙案

年份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1月至2月）

與虛假企業高層電郵詐騙相關「洗黑錢」案

2014年

2015年

案件數目

29宗

62宗

16宗

2宗

7宗

涉及金額

3,030萬元

3,240萬元

1,760萬元

3,100萬元

2.21億元

投資騙案

年份

2014年

2015年

資料來源：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 製表：莊禮傑

案件數目

8宗

18宗

涉及金額

3.65億元

11億元

受害人數

621人

748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粵港執法部

門近日聯手進行反非法入境行動，成功瓦解一

個大型跨境偷運南亞裔人蛇集團，合共拘捕逾

百人。其中，本港警方與入境處人員搜查全港

多處地點，共拘捕73人，包括偷運人蛇集團

南亞裔港人主腦及骨幹成員12人，被捕人蛇

均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等南亞國家及

地區。本港警方與內地公安昨午同步舉行記者

會，講述行動詳情。警方指行動仍在進行，稍

後或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截獲警方截獲1010萬元萬元
港幣港幣、、一批用作通訊一批用作通訊
的手機的手機、、清洗黑錢匯清洗黑錢匯
款記錄款記錄、、銀行卡及兩銀行卡及兩
艘偷運人蛇的機動舢艘偷運人蛇的機動舢
舨舨。。

「假難民」問
題困擾香港社會
多年，近年更演
變成治安問題，

市民深受其害。有議員已多番就
此向港府反映，期望在「假難
民」源頭等方面作出檢討，盡快
徹底解決問題。對此港府反應積
極，早前施政報告記者會上，有
記者問特首可否再加快檢討，以

及會否考慮退出《禁止酷刑公
約》，梁振英表示，政府將全面
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策略。問題
是，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何時能夠成事？

李少光兩會提「假難民」問題
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於今年兩會

期間，亦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提出
「假難民」問題，並建議香港退出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民建聯年初已要求政府規定難

民來港後，在限定時間提出免遣
返聲請（前稱「酷刑聲請」），
收緊審核程序以防止濫用、並加
強源頭堵截非法入境者、設立公
費法律支援上限，並且設立收容
中心，假若問題能在可見的將來
徹底解決，實乃港人之福。

■記者杜法祖

退出《禁止酷刑公約》何時成事？
��1?1?

除了網上情緣騙案外，商業
騙案手法也層出不窮，其中有

犯罪集團以「高回報、低風險、短時間獲
利」等美言，誘騙受害人投資，更指介紹朋
友加入有額外回報。起初受害人的確獲利，
但投資其實並不存在，騙徒最後與資金同樣
失去蹤影。

工具多花款 有用虛擬幣
警方商罪科前年錄得8宗投資騙案，去年增

至18宗，受害人由621人增至748人，總牽涉
金額由3.65億元增加超過兩倍至11億元。商
罪科訛騙案調查組總督察鄧舜仁表示，騙徒
所用投資工具種類多，除了傳統的股票、物
業等，去年更開始有金礦、外匯以至網上虛
擬貨幣等。
鄧舜仁指，集團會租用高級商業大廈，並

邀請與騙案無關的名人學者舉辦講座，以及
開設會員網站，令受害人信以為真。他續

指，受害人交易時沒有簽署合同或簽署時沒
有留意合同細節，都令警方執法難度增加，
他呼籲市民多留意。

警去年堵英美流港7800萬
另外，警方指有外國企業被騙徒以虛假電郵

冒充高層騙財，部分贓款流經香港作「洗黑
錢」用途的案件也有上升趨勢，由前年兩宗增
至7宗，涉金額更由3,100萬元激增至2.21億
元。警方表示，去年最大宗案件涉及1.5億
元，警方成功堵截從英國及美國流經香港共約
7,800萬元，減少受害人超過一半的損失。
警方商罪科訛騙案調查組總督察潘雲展解

釋指，騙徒一方面向受害海外公司職員寄出
假郵件，冒充該公司高層，指示職員把鉅款
轉賬至指定戶口，再把款項轉至海外；另一
方面在本港開設空殼公司及戶口處理鉅款，
騙徒成功開戶後會離開香港，把戶口轉交不
法分子處理。 ■記者莊禮傑

投資騙案涉款增逾兩倍達11億
花言巧語

網上交友日見流行，有人更視之為
「電子月老」，期望以寬頻線代替紅線

找尋真愛，卻誤墮騙徒愛情陷阱。警方指網上情緣騙
案近年有上升趨勢，去年錄得62宗，按年上升超過兩
倍，受害人以擁有較高學歷的事業女性為主，大多被
自稱在東南亞國家工作的白種人打動芳心，以不同藉
口被騙去大筆金錢。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情報及支援組總督察曾俊傑表

示，騙徒以社交媒體的私人通訊形式接觸受害人，自
稱是在東南亞國家工作的白種人，並指自己是專業人
士如工程師等。曾俊傑補充指，騙徒會在接觸前先觀
察受害人在網站上所報稱的興趣，再在交談中投其所
好，迅速與受害人熟絡及取得其歡心，行騙時間長至
一個月至半年以上。
得到受害人信任後，騙徒會以不同藉口要求受害人

匯款到指定戶口，大部分來自內地或亞洲國家如馬來
西亞等，成功騙財後即斷絕聯絡。曾俊傑舉例指，騙
徒會先聲稱寄禮物給受害人，數日後指禮物被扣，需
要幾百元美金至幾千元美金手續費贖回。受害人不虞
有詐支付，騙徒就會砌詞騙取更大額金錢，如自稱生
意有困難或在外地受傷需要錢，甚至自稱前來香港與
受害人相見，但被海關阻截要以金錢疏通。

苦主四成「中女」四成白領
曾俊傑指，超過90%受害者為女性，年齡由23歲至

66歲不等，當中40%為30歲至40歲；另外，40%受害
人為白領，24%任職服務業，18%為專業人士。
曾俊傑分析指，受害人擁有較高學歷，因此懂得以

社交媒體及英文與自稱是白種人的騙徒以文字溝通。

個案年增逾兩倍 涉款超三千萬
同類案件數目近年有上升趨勢，由前年29宗上升超

過兩倍至去年62宗，總損失金額亦由3,030萬元升至
3,240萬元，本年首兩個月商罪科錄得16宗，總損失
金額為超過去年一半1,760萬元，單一案件最多損失
430萬元。
曾俊傑表示，類似騙案在歐美地方同樣流行，手法

日漸成熟，從騙徒不同案件中相近的應對，推斷已發
展至有劇本，加上網上資料有隱密性，要依靠電腦搜
證，更有受害者會一怒之下刪除對話記錄，這些都是
警方面對的挑戰。
曾俊傑又指，騙案屬跨境犯罪，案情資料儲存在海

外伺服器，需要與外國執法機構合作調查，亦增加警
方搜證難度，他表示「預防勝於治療」，呼籲市民提
防。 ■記者 莊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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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激增

據中通社深圳消息，
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昨

午發佈消息指出，今次破獲的粵港兩地
特大跨境組織偷渡集團，以香港籍南亞
裔蛇頭「老虎仔」為首，「老虎仔」及
其同夥到南亞地區招募、唆使有意偷渡
到香港的人員從廣州白雲機場入境，再
乘坐火車到深圳，再伺機乘船或破壞深
港邊界鐵絲網偷渡至香港。據悉，該集
團主要頭目在是次行動中已全數落網。
公安指，該偷渡集團內部分工緊密、

有人負責開船、駕車、帶路、「睇水」
等。今次行動已截斷一條經廣東沿海地
區和粵港邊界一帶組織人員偷渡至香港
的通道。
本月17日，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與香
港警方聯合行動指揮部獲悉，「老虎
仔」偷渡集團將分兩批運送人蛇至香
港。當晚11時許，負責運送的蛇頭「阿
海」把第一批人蛇運送至深圳東部海域
落船。為了避免打草驚蛇，偵察人員通
知海上緝私快艇和香港水警，追蹤偷渡
船隻動向，並等待第二批人蛇入網後再
伺機抓捕。

出租屋出發 乘車往海域落船
翌日凌晨3時許，第二批偷渡人員從深圳某出

租屋出發，準備乘車前往深圳東部海域落船。見
時機成熟，深圳、惠州公安邊防支隊與香港警方
同時展開拘捕行動，深圳公安邊防支隊第一行動
小組在深圳羅湖火車站附近抓獲「蛇頭」2人，
人蛇13人。該支隊第二行動小組、惠州公安邊防
支隊和香港警方分別在深圳西涌、惠州澳頭、香
港的20多個地點抓獲「蛇頭」14人。當天中午，
香港警方又在沙頭角附近水域，拘捕第一批出海
前往香港的12名人蛇。

■記者杜法祖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警司關競
斌表示，去年10月接獲線報，指有集團從內地跨境

偷運人蛇來港。本港警方O記、毒品調查科及水警，聯同
入境處人員和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經深入調查分析後，上
周五採取代號「峻嶺」的打擊跨境偷運人蛇聯合行動。兩
地執法部門至今拘捕逾百人，包括多名集團骨幹成員。
本港警方及入境處上周五搜查全港多處，共拘捕73人
（20歲至61歲），包括12名集團骨幹成員及32名非華裔
人蛇，截獲10萬元港幣、一批用作通訊的手機、清洗黑錢
匯款記錄、銀行卡及兩艘偷運人蛇的機動舢舨。
12名集團骨幹成員包括5名巴基斯坦籍男子、1名孟加拉

籍男子、1名印度籍男子、1名印尼籍女子、2名中國籍男
子、2名中國籍女子（26歲至56歲）。他們除了首腦、副
手外，其餘人等負責在內地及香港聯絡出海、把風、駕
船、安排住宿交通、洗黑錢等工作，涉及罪行包括協助偷
渡者非法進入及逗留香港、非法入境及逗留香港、藏有危
險藥物等。其中兩名巴籍男子已分別被落案起訴一項「藏
有危險藥物罪」及「違反遞解離境令」罪，今日提堂。
入境處拘捕的14男15女，涉及包括協助偷渡者非法進入

及逗留香港、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非法逗留香港而接
受工作、違反逗留條件、逾期居留等罪行。

合法途徑入中國 輾轉抵深圳
關競斌相信該偷渡集團活躍半年以上，人蛇均來自巴基
斯坦、孟加拉及印度等國家及地區。集團在人蛇原居地收
取費用，先安排他們從所在地以合法途徑進入中國作為跳
板，再輾轉抵達深圳，然後伺機從水、陸兩路偷渡來港。

部分人提免遣返聲請 延長留港
入境事務處總入境事務主任劉永基表示，從過往調查得
知，來港南亞裔人蛇均會從事非法工作。他們留港多為經
濟原因，部分人會提出免遣返聲請，以延長留港時間。
根據香港法例第一百一十五章《入境條例》，干犯「協

助偷渡人士非法進入及逗留香港」而經公訴程序定罪，最
高可監禁14年。
另一方面，廣東省公安亦拘捕36人，包括7名偷運人蛇

集團骨幹成員，以及29名南亞人蛇。

■警方拘捕
多名非法入
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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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莊禮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