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金冷氣董事挨斬 保安阻止亦中刀

墮美女金融騙局 64人全男班
警拘31人包括主腦「新星」檢名車資產等總值近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

光、蕭景源）警方商業罪案調

查科（商罪科）前日採取的代

號「斷風」打擊倫敦金騙案集

團行動，及至昨日已搜查超過

35處地點，包括8個面積共達

3萬呎的辦公室，當中不乏知

名金融集團，另涉案被捕男女

亦已增至31人，有多名主腦

及骨幹成員，更有10名被包

裝成「美女金融新星」的女子

落網，至於受害人亦增至64

人，被騙金額達2,600萬元。

警方相信已破獲一個利用「美

人計」犯案的倫敦金騙案集

團，檢獲及被凍結資產如現

金、物業及名車等總值近1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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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金騙案經紀推銷手法
■透過結識陌生人的社交媒體接觸你

■推銷者的社交媒體賬號充斥投資相關資訊

■在社交媒體上炫富

■提及的投資計劃涉及「倫敦金」或「貴金屬」

■稱投資計劃可獲得遠超合理性的高回報，沒有風險
或風險很低

■要求你簽約授權將資金交其投資

■要求提供戶口賬號密碼

■其所屬的公司不在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名單上，只
是名稱相似

■其所任職公司在網上被人投訴騙財

資料來源：綜合受害人遭遇及網上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秘笈教「對話大忌」
低學歷扮「金融新星」
�&

■■警扣留多輛跑車房車警扣留多輛跑車房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行動中檢獲一批名錶行動中檢獲一批名錶、、
電話及現金等證物電話及現金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遇襲冷氣董事由救護車送院危殆遇襲冷氣董事由救護車送院危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光）
觀塘富利廣場發生傷人血案。一名任職冷
氣代理公司男董事，昨晨在電梯大堂等候
升降機期間突遭刀手撲出施襲，事主腿部
中刀重傷浴血，一名保安員上前制止時同
遭斬傷，兇徒得手逃走期間再撞傷在場一
名女子後不知所終，3名傷者由救護車送院
治理，其中遇襲事主一度傷重命危。警方
列作傷人案處理，正追緝在逃疑犯下落。

等𨋢 遭伏擊腿中刀命危
3名傷者中，遭伏擊60歲姓葉男事主，腿
部被斬重傷大量出血，送院一度情況危
殆，其後經搶救轉為情況嚴重；葉的家人
趕至醫院了解情況，憂心不已。

案件中，奮勇阻止兇徒的56歲姓蘇男保
安員，右手臂被斬傷，幸傷勢不嚴重，清
醒送院經治理，情況穩定；另一名目擊案
發經過及被撞跌的54歲姓呂女子，額頭受
傷及受驚不適，送院敷治。
據悉，遇襲的姓葉事主，為大金冷氣(香

港)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為日本大金冷氣的
香港代理，分別在香港及澳門提供銷售及
售後服務，寫字樓位於觀塘巧明街111號至
113號富利廣場。
消息稱，事發昨晨8時許，葉如常上班進

入富利廣場地下電梯大堂，其間在等候升
降機之際，突然有一名男子手持水果刀撲
上施襲，葉猝不及防腿部中刀重傷浴血，
其間姓蘇保安見狀趕至阻止，但糾纏間手

臂被斬傷，兇徒得手逃走期間再撞傷在場
一名女子後，迅即不知所終。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及展開搜捕，但
未有發現，兩名被斬傷事主及目擊案發受
驚不適女子，由救護車送院治理；案件交
由觀塘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
大批探員到場調查，在大堂附近檢獲一
個疑為刀套，經翻查附近一帶閉路電視片
段蒐證，不排除兇徒埋伏跟蹤事主至富利
廣場地下大堂犯案，其間召來機動部隊人
員及追蹤犬協助在街道展開地毯式搜索，
但未有特別發現。
警方正循事主背景、個人及工作等不同
層面，深入調查其遇襲原因，並追緝一名
年約40歲、身高1.7米中國籍男子，案發時

頭戴黑帽，面戴白色口罩，穿着深色上衣
及深色短褲，攜有一個黑色袋及手持一把
水果刀。

商業罪案調查科總警司曾正科表
示，是次破獲的倫敦金騙案主要

利用「美人計」犯案，涉案的金融集
團會先聘請美女作為投資顧問，其後
透過手機社交媒體接觸受害人，一邊
用「攻心術」向受害人展現奢華生
活，包括名車及豪裝物業等，又訛稱
自己是成功的投資顧問，曾為其他人
賺取豐厚回報。

「軟功」噓寒問暖扮戀人
另一邊則用「軟功」不時對受害人
噓寒問暖，騙取信任，建立朋友甚至
戀人關係，其後要求受害人作出投資
並把投資款項直接存入投資公司的戶
口，並要求受害人簽署授權書，提供
戶口資料及密碼予女性投資顧問，方
便她們可以24小時隨時為受害人投
資，而之後會在短時間內投資失利，
要求受害人加碼賺回本金。
警方商罪科早於2015年已接獲部分
受害人報案，經長期深入調查及部署
後，前日動員超過300名警員採取是
次打擊行動，及至昨日已最少搜查27
個住宅單位及8個面積共達3萬呎的辦
公室，當中有位於北角的灝天金融集
團和位於灣仔的天裕控股集團。
另又以涉嫌串謀詐騙罪名，拘捕21
男10女共31人（18歲至53歲），包
括3名主腦，18名中層，10名女性投

資顧問，部分被捕者更有黑幫背景。
警方相信仍有多名涉案者再逃，正進
行通緝，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
捕。
在行動中，警方搜獲一批牛肉刀及

伸縮警棍等武器，同時檢獲大量文
件、教導招攬和推銷技巧的筆記、微
信對話記錄及電腦記錄、名錶、車
匙、金鏈等財物。
警方又檢獲250萬元現金，凍結銀

行戶口共3,700萬元，另扣押4部總值
630萬元的名貴汽車，以及共值5,200
萬元的6個物業和兩個車位。

內地男一個月失180萬
據悉，警方正考慮申請充公上述檢

獲的財產。至於案中的受害人，經證
實共有64人，全部是男性，除本地人
外，亦有內地及外籍，他們合共被騙
金額約2,600萬元。
其中一名被騙金額最大受害人是一

名內地男子，他在一個月內損失180
萬元。
警方指買賣倫敦金屬高風險投資，

在香港不受監管，經紀亦不需要向證
監會註冊，有很多灰色地帶，呼籲市
民投資前應先了解公司的背景，切勿
透露網上交易密碼，亦要留意有否未
經授權的交易，有疑問應向有關公司
查詢及跟進。

警方在是次打擊倫敦金騙案集團的行
動中，拘捕包括10名被包裝成「美女
金融新星」的投資顧問，但其實她們的

學歷，大部分僅得中學畢業，只是利用美貌透過社交媒體尋
找目標。
商業罪案調查科總督察鄢曉宇指，雖然部分受害人曾外出

與女性投資顧問見面，但亦有受害人未見過該批投資顧問，
因而警方不排除部分女性投資顧問實際是由男性假扮。
這些美女投資顧問在游說受害人投資時，除故意炫富表現

賺錢能力，亦會向目標作出一些噓寒問暖的行為以騙取信
任，更往往作出虛假陳述，如聲稱投資項目是低風險但高回
報，甚至是保本，但實際是孖展，涉及高達360倍的高槓桿
投資，加上她們會在金價變化不大時，進行大量沒意義交
易，從中賺取高額手續費，最後損失所有投資金錢。
警方在檢獲的大批證物中，發現有「身份推銷法」筆記，

內有講述不同身份，客人提問的對答例子，以及「對話大
忌」等。相信騙徒平日會使用不同身份，如「業務經理」、
「普通女生但有固定職業」及「黃金操盤員」等與受害人接
觸。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過往不時發生
涉及倫敦金騙案
中，男性受害人

以為既可結識貌美女經紀又可以投資獲
利，一舉「人財兩得」，殊不知誤墮投
資騙財陷阱，最終「人財兩失」。
曾有倫敦金騙局個案，男事主透過
WeChat結識一名投資公司貌美女高
層，她自稱港大畢業及任職金融分析
師，男子被對方外貌吸引，雙方迅即墮
入愛河，其間女方游說事主拿出100萬
元讓她代為投資，並保證最多蝕20萬
元，事主相信簽授權書讓她全權控制投
資，初時投資亦真的有盈餘，翌日戶口
已即有10萬元回報。
女方其後再要求事主增加投資至600萬

元，聲稱回報最少有200萬元，保證最多
只會蝕80萬元，更答應與事主拍拖。
事主堅信不疑答應加碼投資，一心
以為「人財兩得」，詎料第二日即發現
戶口出現300手買賣，並且出現嚴重虧
蝕，大驚即時要求停止投資，惟最終仍
蝕去約180萬元。
事主不滿質問女方時，女方坦承並無
金融分析師資格及非港大畢業，但反過
來要求事主再拿出400萬元投資回本。
事主拒絕及要求女方按開戶時承諾最多
蝕80萬元保證，要求作出賠償，但隨即
遭人威嚇將他個人資料及聊天記錄上載
至互聯網。事主「人財兩失」後，決定
報警及公開其經歷，警惕其他人小心提
防。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欲賺錢溝靚女 最終人財兩失
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本土民主前線」前發
言人梁天琦，因參與前年農曆年初一、初二的旺角暴
亂，上月11日被法庭裁定涉及亞皆老街的暴動罪罪成
及承認襲警罪判監6年，但梁與另兩名被告李諾文及
林傲軒仍各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未能達成有效
裁決，辯方早前已收到律政司通知，決定就該項控罪
進行重審。律政司昨在高院申請將案件與另一宗牽涉
「美國隊長」容偉業和袁智駒的案件合併處理，法官
批准兩案合併，今日預審，另頒下禁令禁止以任何方
式發佈聆訊內容。
梁天琦昨由囚車押送到法庭時，眼見其身形較早前
消瘦，但精神飽滿，不時面露微笑。控方由資深大律
師郭棟明代表，申請將梁天琦、李諾文、林傲軒面對
重審的旺角砵蘭街暴動罪，與其餘兩名原先分案處理
的被告容偉業及袁智駒面對的控罪一併審理。
控方昨甫開庭即向法官黃崇厚申請，要求黃官頒令

禁止任何人報道聆訊內容。
黃官聽取雙方陳辭後，同意為避免任何妨礙司法公

正的風險，頒令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發佈昨日的法
律程序，直至法庭另有命令為止。
在有關禁令下，傳媒報道的內容只可提及被告姓
名、年齡、職業、所面對的控罪、雙方大律師資料、
若案件押後聆訊進行的日期和地點、以及被告的保釋
安排等資料，否則可能被視為藐視法庭。
就控方的併案審理申請，黃官亦作出批核，並安排

5名被告今早(13日)進行審前覆核。梁天琦（27歲）、
李諾文（22歲）、林傲軒（23歲）被控於2016年2月
8日至9日，在旺角砵蘭街參與暴動。
本案其餘兩名被告是有「美國隊長」之稱的容偉業

（33歲）和袁智駒（26歲），容現面對6項罪名，包
括3項暴動罪，袁則面對一項暴動罪，兩人早前已安
排在11月8日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因前
年向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投擲
三文治，及披露廉政公署受查
人身份，早前分被裁決普通襲
擊罪和觸犯披露受查人身份罪
成，判囚3星期及4個月，他
目前獲准保釋等候上訴，保釋
條件包括不得離港。
吳昨向高院申請更改保釋條

件，要求獲准離港公幹，法官
最終批准申請，惟需繳交新增
的保釋金。
現任職企業併購顧問的吳

文遠昨在庭外稱，他需到歐
洲公幹。法官邱智立批准發

還吳的旅遊證件，但他每次
離港不可多於兩星期，另需
在離港前不少於24小時及返
港後不多於24小時內，到旺
角警署報到。
邱官又新增保釋條件，就
吳向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投
擲三文治的普通襲擊案，保
釋金由 1,000 元調高至 3,000
元；披露廉政公署受查人身
份案的保釋金則由2.2萬元，
提升至3萬元；另將每周3天
到旺角警署報到的規定，放
寬為每周一天。
至於吳涉掟三文治上訴案已

排期在今年10月4日進行。

梁天琦案重審 官准與「美隊」案合併 吳文遠等上訴 保金加碼准離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原
名王日祥的名導演王晶，與電影製
片人陳傑等人，以合資公司經營的
尖沙咀金裝尚品（囍宴），今年4
月突然結業，並提前將租約未滿的
物業交還業主，業主指承租人未將
單位清理以及欠租兩個多月，遂入
稟高院追討欠租102萬元及索償。
案中物業位於尖沙咀天文台道8

號7樓，由5名原告包括顯中國際
有限公司、駿群有限公司、福堡發
展有限公司、信萬發展有限公司、
富盈發展有限公司持有。
被告為亞洲新時代有限公司，股

東包括名導演王晶（63歲）、電
影製片人陳傑，以及導演劉偉強。
原告指，2015年與被告以每月
40.4萬元租金，簽下為期3年的租
約，租期由2015年10月至2018年
9月，但被告自今年2月開始欠
租，並在4月5日於未清理物業下
將單位交還，原告亦未能找到新租
客承租，至今損失205萬元。

涉案酒樓據悉在今年4月初突然結業
時，有逾30名員工聲稱被拖欠人工、代
通金及假期薪酬等估計逾百萬元，另有逾
20對已支付酒席訂金的準新人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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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第18/077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308,270 （4.5注中）
三獎：$20,210 （183注中）
多寶：$20,228,604

下次攪珠日期：7月14日

1 5 8 30 33 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