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破香港亮碧思傳銷案 涉款2億

■新疆吐魯番氣溫達到48.7℃創新
高。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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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隨着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發展，傳銷犯罪

也「轉型升級」。在公安部的協調下，廣

東省公安廳近日組織逾1,000警力，同步在

廣東、廣西和福建等地開展「颶風23號」

收網行動，成功搗毀犯罪窩點70餘個，偵

破 「1040 陽 光 工 程 」 、 「 黃 金 國 際

EGC」、「賽比安」等系列網絡傳銷案件

50餘宗，涉案金額逾10億元（人民幣，下

同，約合11.5億元港幣），刑事拘留以楊

某芳、陸某明為首的280餘名疑犯。

粵搗新型傳銷團夥 拘逾280人
手段升級採用社交媒體 以「國家規劃」作噱頭吸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報道）以高額回
饋為誘餌，向受害人推廣產品、宣講銷售獎金制
度，從而誘騙受害人加入，接二連三有人深陷其
中……香港亮碧思公司組織領導經常利用該種傳
銷方式拉人加入，該案近期被深圳福田警方破
獲，從3月5日至今，初步估算涉案金額高達2億
元（人民幣，下同）。深圳警方目前批准逮捕25
人，其中包括亮碧思傳銷網絡在深圳最高層級
「公爵」之一的「大冬」。
今年3月4日，姜女士等人到福田派出所報案
稱，被一名叫「大冬」的男子以參加香港亮碧思
活動為由騙取個人財產若干。隨後，同樣的警情
陸續而來，同樣是亮碧思，其中牽涉到「大冬」

的不在少數。
據警方介紹，受害者大多經親朋好友介紹，以
前往香港考察進出口生意或從事代購為名，繳納
上千元費用與他們一同赴港。在香港期間，他們
不僅需了解亮碧思出品的奶粉、紅酒、精油燈產
品，見到因銷售亮碧思而「發達」的經銷商，還
不時受到上課洗腦和親朋好友勸說。在完成三、
四天以銷售產品為目標的課程後，受害人被說服
繳納上萬元費用成為亮碧思的經銷商。

豪車接送赴港考察
「亮碧思在香港合法註冊了公司，使用豪車接
送『考察者』赴港。」警方介紹，這很容易讓人

產生錯覺，認為做這個生意很賺錢。「亮碧思」
將「經銷商」逐級分為爵士、伯爵、準侯、侯
爵、公爵、勳爵、尊爵等級別。新人都要有推薦
人，並隨推薦人進入相應的團隊，公爵相當於一
個團隊最高級別的直接管理者。
受害人在投入幾千元成為「爵士」後，如不滿
足現狀，需要再介紹5人入會晉升成「準侯」，
每人會費5萬元。而警方在辦案中發現，只有較
少人是通過發展足夠數量的會員而晉升的，大部
分人是靠自己同時購買幾個「大單」，使自己得
以晉升。不少受害者向親朋好友借錢，一次性投
入幾十萬元。直到資金窟窿無法填補時才意識到
情況不對，但投資已血本無歸。

據警方介紹，今年3月，梅州、惠州、陽江、湛
江、茂名、肇慶等市公安經偵部門在工作中相

繼發現多個涉嫌傳銷犯罪線索。經查，以「1040資
本運作項目」為噱頭的傳銷團夥，打着「中央操盤，
純資本運作，在北部灣佈局，暗中實施『國家秘密政
策』，為北部灣吸聚資金，帶動經濟發展，實現中國
經濟增長的第四極」等幌子進行傳銷活動。該傳銷組
織以交納一定的投資款後成為會員，一個月後可返還
金額，再按照上線、經理、老總的順序層層分利潤組
織傳銷活動。

20%金額消費返現 餌誘「拉人頭」
惠州公安經偵部門查獲的「賽比安」非法網絡
傳銷組織，則主要通過吸納消費會員、商品會員
和旅遊會員三種方式，以20%的金額消費返現為
誘餌「拉人頭」發展下線等形式組織領導傳銷犯

罪活動。
據記者了解，這些傳銷團夥涉案金額巨大，其中，
僅「1040陽光工程」傳銷集團誘騙入夥的資金就高
達8億元（約合9.2億元港幣）。受害者分佈在全國
多個省份。由於被誘騙進行了投資，不少受害者不得
不轉而進行「拉人頭」的活動，越陷越深。而作為該
團夥的骨幹成員，獲利驚人。

頭目抽入會金 月入逾70萬
在「賽比安」案中，處於最頂層的「總統大使級」
疑犯李某偉，個人每日「提成」3,000美元（約合2.4
萬元港幣），月收入達到65萬元（約合75萬元港
幣）。他和其他骨幹成員的這些提成，全部是從入會
資金中抽取。
廣東省公安廳經偵局副局長吳武強介紹，當前，傳
統傳銷已升級，他們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組
織傳銷噱頭多，方式多樣化，且跨省跨區域特點明
顯。這些非法傳銷活動由於發生在網絡上，理論上
可以無限制發展，只要是網民，都可能成為他們的
受害者，因此危害性極大。今後，廣東警方將聯合
工商、銀監等部門，開展聯合打擊和整治。

新型傳銷犯罪行騙招數
案例1：「1040資本運作項目」

■ 打着「中央操盤，純資本運作，在北

部灣佈局，暗中實施『國家秘密政

策』」等幌子進行傳銷活動。

■ 交納投資款才能成為會員，一個月後

可返還金額。

■再按上線、經理、老總等層層分利。

案例2：「賽比安」

■ 主要通過吸納消費會員、商品會員和

旅遊會員三種方式，以20%的金額

消費返現為誘餌。

■「拉人頭」發展下線等形式營運。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
道，美國當地時間7月 9日，
負責為章瑩穎家人提供法律諮
詢服務的芝加哥華人律師王志
東代表家人證實，章瑩穎家人
曾於 6日趕赴距離香檳市 200
公 里 的 塞勒姆（Salem） 小
鎮，查找章瑩穎下落。多名目
擊者向家人透露，他們曾見到
章瑩穎在當地兜售首飾，但美
國聯邦調查局（FBI）對該說
法表示質疑。
雖然每個人回憶起的具體日

期、時間和地點並不完全一
致，但也有人提供了非常明確
的信息，認為章瑩穎上月16日
星期五出現在塞勒姆小鎮，她
背着失蹤時所背的雙肩包，在

當地步行向商店兜售首飾。
其中一位目擊者稱，她對於

章瑩穎出現的日期、長相，和
他們之間的對話非常清楚。她
說章瑩穎自稱來自中國，是伊
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
位於美國伊利諾伊州）的學
生，甚至記得她的名字叫Yingy-
ing。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稱，
他們對於信息提供者的動機表
示懷疑，並質疑此消息的邏輯
性及合理性。
據悉，中國女交流生章瑩穎

今年4月前往該校交流學習，自
6月9日失蹤。FBI同月30日宣
佈，已逮捕一名涉嫌綁架章瑩
穎的27歲男子，並表示相信章
瑩穎已經死亡。

目擊者稱曾見章瑩穎
FBI質疑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
疆吐魯番氣象台監測顯示，昨日當
地氣溫達到48.7℃，成為當地歷史上
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天。另據
中央氣象台消息，本周中國大部分
地區將遭遇暑熱天，熱浪同時襲擊南
北方。目前北方地區已「火力全
開」，河北、山西、陝西等9省區氣
溫昨日已超 35℃，局地可超過
40℃。南方高溫將在今日拉開序幕。
受伊朗副熱帶高壓影響，自4日以
來，新疆大部氣溫持續攀升，多地

氣溫超過40℃。
為應對高溫酷暑，吐魯番市交警

每崗班次由原來的一小時，縮短為
15分鐘，即使如此，達到80℃的地
表溫度令交警站立艱難，有的交警鞋
底被燙得開膠。當日，至少3,000名
遊客在吐魯番火焰山景區感受熱浪。

新疆48.7℃創新高
南方今啟高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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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昨日遭受強降雨襲擊，該縣城程陽
八寨景區內河流水位上漲，程陽風雨橋被洪水圍困。該景區因災
封閉，已緊急疏散滯留在景區內的全部遊客。 中新社

水 困 風 雨 橋

■章瑩穎 資料圖片

■■警方介紹警方介紹，，其其
中僅中僅「「10401040陽光陽光
工程工程」」傳銷集團傳銷集團
誘騙入夥的資金誘騙入夥的資金
就高達就高達88億元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中國商會贊助
七一煙花匯演獻禮回歸二十載

此次煙花匯演以「回歸祖國二十載，早着新機創未
來」為主題，歷時23分38秒，一字排開的5艘躉

船施放39,888枚煙花，在維港上空展示「超級煙花大
銀幕」。
香港中國商會常務副會長、經緯集團副主席陳亨利代

表執行主席陳經緯致辭表示，習近平主席來港視察，不
僅帶來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也給香港市民
帶來了信心與力量。作為香港的年輕一代，他表示要增
強家國情懷，同心向前，在發展香港建設香港中抓住新
的發展機遇，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中國商會常務副會長、經緯集團副主席陳亨達表

示，香港中國商會未來會繼續扮演好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服務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他表示，作為香
港的年輕一代將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香港中國商會還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聾人及手語

研究中心的聾人學生、健聽學生以及手語老師參加晚
會，並現場為與會嘉賓介紹手語雙語和共融教育，教授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共融關愛，幸福滿載」的手語。
香港中國商會創會會長、陽光天使義工團創辦人陳丹丹
表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希望新屆政府進一步改善不同
階層之間的連繫，建立更團結、和諧和關懷的社會。今
次的煙花精心設計，挑選背景音樂，配合新的光彩技
術，引起市民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共鳴，香港中國商會
能藉此機會回饋社會服務社會，感到相當榮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多年來一直恪守「創建明天」理
念，積極履行良好企業公民責任。在日前舉行的2016/
17年度香港公益金周年頒獎典禮上，大會頒予集團最
高籌款機構第五名，以表揚集團過去一年不遺餘力支持
公益金的籌款活動，包括公益金會德豐百萬泳、商業及
僱員募捐計劃，以及公益金便服日等。
該集團早前亦在香港公益金「2016/17年度商業及僱
員募捐計劃」中獲頒「卓越大獎」及在「2016年度公
益金便服日」中獲「十大最高籌款機構」第九名。
該集團在發展業務的同時，亦顧及社會長遠的可持續
發展。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致力培育青少年、支援有

需要人士、推動
藝術文化及保護
環 境 ， 以 體 現
「社企共勉」的
精神，當中包括
於2011年推出旗艦項目「學校起動」計劃、九龍倉全
港中學生繪畫比賽以及「建築設計實習計劃」。
該集團2016年獲選為「恆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的成份股，位列香港首三十家於企業可持續發展表現卓
越的上市公司之一，並獲香港品質保證局頒發「社會責
任進階指數」標誌。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香港順德北滘同鄉會
工商專業部日前首辦「粵港澳大灣區北滘商務考察
團」，立法會主席、永遠榮譽會長梁君彥任首席榮譽團
長，創會首席會長梁昇及何德心任榮譽團長，會長區倩
雯任團長，率領近30名企業家，以家鄉作為考察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第一站。
梁君彥表示，佛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城市之一，
北滘作為佛山的重要經濟大鎮，希望更多企業家能抓住
黃金機遇。他點讚，北滘對歷史及文化保育做了大量工
作，有助年輕鄉親了解祖輩的歷史文化，加深對祖國的
了解。
區倩雯指出，今次考察團成員都是來自不同產業及界
別的菁英，熱切希望了解家鄉經濟發展狀況，盼望把握
和迎接商機。
考察團先後拜訪了德國寶、周大福、迎賓集團、恆基

金融中心，走訪了順德高端人才發展中心、國富順投；
了解順德大良新城區，尤其是眾創金融街項目的未來發
展。又到潭州國際會展中心、中德工業服務區、美的總
部、美的創新中心、北滘新城區、碧桂園總部等代表性
企業參觀考察。更與順德青年企業家協會、順德區工商
聯會、北滘總商會等企業家成員座談，並建立了大灣區
順港商務合作網絡交流平台，為有意參與創業、投資、
服務、科技、產業等的年輕企業家打開對接大門。此
外，考察團參觀了歷史及文化產業，使年輕人對中華文
化有更深刻的領會。

順德北滘同鄉會組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

7月1日晚，慶祝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煙花匯演

於維多利亞港隆重舉行。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

殷曉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外交部駐

港副特派員佟曉玲等蒞臨主

禮。香港中國商會榮幸參與贊

助七一煙花匯演，並由商會主

席陳經緯博士擔任煙花匯演晚

會籌委會執行主席。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凌緣庭(右)接受時任公益金
會長梁唐青儀頒發「最高籌
款機構第五名」獎狀。

九龍倉集團榮膺公益金2016/17年度
最高籌款機構五甲之一

■■粵港澳大灣區北滘商務考察團一行粵港澳大灣區北滘商務考察團一行

■陳亨達（右）代表香港中國商會接受張建宗頒發贊助商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