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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人疑墮「虛幣」騙局 最傷失財300萬

倫敦金「美人計」警再拘11人
中招者多達162人 涉案金額逾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警方代號「斷風」打擊涉

嫌以「美人計」進行倫敦金騙案的

行動再有新進展，昨日探員再根據

資料突擊搜查全港 24 個目標地

點，拘捕 11 名涉案男女投資經

紀，案件至今被捕人數上升至46

人，事主多達162人，涉案金額逾

億元。警方指案件調查仍在進行

中，不排除稍後有更多人被捕。

倫敦金案事件簿
7月26日
警方再展開行動，出動逾百人突擊搜查全
港24個住宅單位，再拘捕9男2女，涉嫌
「串謀詐騙」罪名，凍結260萬元現金及
對3個總值超過2,000萬元物業展開調
查，該案被捕人數增至46人。

7月23日
警方O記派出臥底經兩年調查蒐證後，展
開收網行動，在尖沙咀及觀塘連破兩個倫
敦金詐騙集團，共拘捕54人，受害人遍
及內地、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
有受害人被騙逾千萬元。

7月18日
警方就「美人計」倫敦金騙案再拘捕3男
1女，涉嫌「串謀詐騙」罪名，該案被捕
人數上升至35人。

7月11日至12日
警方突擊搜查全港多個地點，包括兩間金
融公司位於北角及灣仔的辦公室，其中一
間為灝天金融集團，檢走大批文件及電
腦，拘捕31人，涉嫌以「美人計」誘騙
事主簽授權書買賣倫敦金，最少涉及64
人，金額超過2,600萬。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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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警方鑑
於近期接連有學校發
生爆竊案，重案組探
員經調查，前日在旺
角拘捕一名目標男
子，最少涉及4宗案
件，涉案金額共約5
萬元。
被捕男子姓歐，26

歲(圖右)，本地人，報稱無業，涉嫌爆竊罪名，
將被通宵扣查。
據悉，歐是窺準學校保安設施較低，同時踏入

暑假學校教職員及學生較少弱點，趁夜間潛入學
校教員室撬開書枱抽屜搜掠現金，由幼稚園至大
學也不放過。
消息稱，今年5月至6月期間，警方相繼接獲
旺角、沙田、北角及秀茂坪區共4宗學校爆竊
案，分別有一間幼稚園、兩間小學及中文大學，
合共損失現金約5萬元，現場遺下手套及剪刀等
爆竊工具。旺角警區重案組經調查，鎖定一名目
標男子涉案。
前日傍晚約6時，探員根據資料在旺角花園街
發現歐，隨即將他拘捕，初步涉嫌與4宗爆竊案
有關；其後探員將歐押返其位於天水圍天晴邨寓
所搜查，檢走懷疑犯案時所穿衣物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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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
紅磡豪宅昇御門前日揭發的離奇雙屍命
案，警方昨日分別再到案發現場及殮房進
行調查，案件仍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不
排除涉及刑事成分。警方將繼續循感情、
金錢、身體健康及精神狀況等方向調查。
消息稱，警方及法醫昨日為案中40歲男
死者劉佩明及34歲女死者李洛瑩進行驗

屍，初步未能確定死因，需要抽取胃液及
身體組織作進一步毒理化驗。
據悉，男死者劉佩明為家中幼子，另有

一名胞姐，劉父為一名醫生，加上劉母以
公司名義買賣物業獲利，一家經濟富裕，
當中發生命案的昇御門單位，為劉母以公
司名義，於2013年以1,100多萬元購入讓
兒子獨居。

此外，男死者兩母子聯名持有的貝沙灣
單位，亦是早年以905萬買入，但至今已
升值至約4,000萬元。
不過，兩母子其他投資物業有出現虧

蝕，如2004年及2005年間以公司名義購入
6個貝沙灣物業，於2006年及2007年期間
將全部單位售出後，交易合共虧蝕約600
萬元，但整體仍賺多蝕少。

前日下午 2時許，劉母因自周日（22
日）起與從事自由作家的兒子失去聯絡，
遂前往兒子位於紅磡昇御門寓所查看，但
發現單位大門被反鎖無法進入，劉母思疑
聘來鎖匠開門入屋，赫見兒子下身赤裸倒
斃廳中，大驚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再在單位房間發現一名

女子下身赤裸倒斃床上，身旁有一把利
刀，初步兩人遺體已佈滿屍斑，不排除案
件有可疑，暫列作屍體發現案處理，正深
入調查兩人死因。

昇御門雙屍案 警循多方向調查

被捕11人為9男2女，年齡介乎20歲至
28歲，全部為投資經紀，其中一人有

黑社會背景，涉嫌串謀詐騙罪名；警方正
追緝其餘涉案在逃同黨。
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督察馬怜昊表示，
警方展開「斷風」行動打擊以「美人計」
進行倫敦金騙案至今，共拘捕46人，33男
13女，17歲至53歲，包括主腦及主要成
員，相信仍有涉案在逃同黨。

調查1.6億元資產 或申充公
警方調查至今，已共接獲162人報案，
分別148男14女，包括89名本地人、42名
內地人及31名外地人，損失金額逾億元。
另警方亦正向集團總值達1.6億元懷疑涉案
資產展開深入調查，若證實有關資產是涉

及不法手段獲得，將會申請將其充公。

警扣查值2000萬元物業
馬怜昊續說，調查發現涉案被捕者中，有
29男11女為17歲至25歲年輕人，他們疑為
搵快錢一時貪念被人利用做不法行為。
馬怜昊呼籲年輕人切勿為搵快錢加入詐

騙集團或被人利用，強調串謀詐騙和洗黑

錢均為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罰款500萬元及入獄14年。
消息稱，警方自早前展開「斷風」行動

打擊以「美人計」進行倫敦金騙案，先後
拘捕35人。
直至昨晨，警方再展開第二浪「斷風」

行動，派出近100人突擊搜查全港共24個
目標住宅單位，再拘捕9男2女帶署；行動

中，警方再凍結有關疑犯銀行戶口約260
萬元，並將三個價值逾2,000萬元的物業扣
查，另檢獲一批名錶、電腦、手機等證物
帶署作進一步調查。
警方呼籲市民，小心提防倫敦金投資騙

案，如遇到有可疑情況時，可致電警方的
防騙易熱線18222查詢及求助，或可致電
2860 5012與警方刑事總部資訊中心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
局局長黃偉綸日前在書展與青年分享
時，引述作家言論時說到「警察都唔
一定個個係好人」，遭反對派乘機炒
作。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致函黃偉
綸，對此不恰當的比喻表示極度遺
憾，認為這說法打擊士氣，也擔心會
令公眾誤會他意圖批評警務人員，冀
他釋除疑慮。
黃偉綸昨日在回覆中強調，自己絕非
有意冒犯和針對香港警隊，他向來對警
務人員深表佩服，亦會全力支持警隊的
執法工作，而當日的言論只想表達人性
有其複雜面，冀大家互相包容。

黃偉綸當時推介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
《第十年的情人節》，認為此書反映社
會上不少事情，包括「罪犯未必係壞
人」，犯罪有很多客觀原因，而警察也
不一定每個都是好人。

工會憂其早前言論損士氣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前

日致函黃偉綸，認為有關比喻並不恰
當，對此表示極度遺憾，擔心其說法可
能令公眾人士誤會他有批評及針對警務
人員的意圖，大大傷害警務人員的信
心。
他續說，黃偉綸的言論在該會的執

行委員會內引起極大迴響，認為這確
實打擊警務人員士氣，因此希望他能
回覆，以釋除協會會員對有關言論的
疑慮。

喻人性複雜 倡寬恕包容
黃偉綸在回覆該會時表示，當日只希

望表達人性有其複雜面，傳統被標籤為
反面角色的人物或有善良的一面，而被
冠以正面標籤的亦未必百分百完美，如
明白這一點，人與人之間或可多點寬恕
包容、相互理解，體現同舟之情，然而
當日匆匆幾句，未能清楚說明觀點。
對於自己的言論引起疑慮深感不安，

也同意有改善的地方。
他強調，自己絕非有意冒犯和針對香

港警隊和廣大盡忠職守的警務人員，而
自己長期在政府工作，與不少警務人員
有親身接觸，對他們堅守崗位、維護法
紀、服務香港的專業盡責精神深表佩
服，作為問責官員會全力支持警隊的執
法工作。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後表

示，理解警隊對事件的反應，但整個特
區政府團隊都尊重和珍惜警隊對香港治
安的貢獻，強調警隊是盡忠職守和質素
高的紀律隊伍，並重申黃偉綸當日只是
分享自己的讀後感受。

評書被反對派炒作 黃偉綸澄清力挺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葵青
區一間速遞公司昨日在檢查一批寄內地
包裹時，發現5個包裹內懷疑有槍械配
件，於是報警；警方暫列作「管有仿製

槍械」案處理，將有關物品檢走作進一
步檢驗，案件交由葵青警區重案組跟
進，暫未有人被捕。
據悉，被發現的懷疑是氣槍配件，

包括多支懷疑長槍金屬槍管及手槍配
件。
據速遞公司人員表示，公司為保安理

由，一般對顧客托付速遞往內地的貨品
也須打開作初步檢查，以防貨品內藏違
禁品，誤墮法網。

速遞公司職員提醒市民，如對何種貨
品寄內地受限制有懷疑，可自行登入相
關網頁查找內地禁運貨品清單，當中包
括槍械、仿真武器、火藥、彈藥、任何
貨幣、金銀、白色粉狀或晶體狀物品、
甚至是泥土亦在禁運之列。

速遞內地包裹疑現槍械配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市
民懷疑跌入投資騙局。有公司聲稱投
資虛擬貨幣於一年可有10倍回報，但
一批投資者最終連本金也未能取回，
他們懷疑受騙報警，之後更被恐嚇：
「老闆是黑社會，隨時殺了你！」協
助他們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
出，事件中有人被騙多達300萬港元，
估計整個騙局涉及金額以億元計，提
醒市民投資時要有白紙黑字的合同。
其中26名苦主昨日在葛珮帆陪同下到
警察總部報案，警方指現由西九龍重
案組負責調查。

1年賺10倍 「老闆是黑社會」
苦主指出，投資公司會要求會員先

以3,000美元至5,000美元開戶，會員
開戶後可運用電話應用程式與公司聯
繫及買賣虛擬貨幣，並承諾會員於3個
月內可回本及提現，1年內可賺 10
倍。公司亦設上下線計劃，聲稱現有
會員在愈短時間內招募愈多新會員，
所得回報愈多。
不過，多名會員近日卻未能提回現
金，已退休的林先生於去年10月在朋
友介紹下投資了61萬港元，但後來公
司不時推出限制提現的制度，甚至會無
緣無故將他的資產分拆，如將40%變作
公司的「積分」、「基金」、60%是可
提現的金額。
他指公司曾承諾可透過「掛賣」拿回

金錢，但最終亦不成功，所以決定報

警。
王女士指去年經朋友介紹下認識涉事

公司，並到過公司位於尖沙咀的辦公
室，見公司頗有規模便投資30萬元，
但近日發現未能提取資金，故打算報
警，卻被對方威脅稱：「老闆是黑社
會，隨時殺了你！」
她於報警後亦不時收到具恐嚇字句的

相片和大量無來電顯示的電話，她現時
出入要由親友陪同，晚上更要服安眠藥
才能入睡。

苦主多長者 葛珮帆施援手
協助他們的民建聯暫時接觸到55名

苦主，當中大部分為長者，當中被騙金
額最多的更達300萬元。他們除了有香

港人外，亦有來自內地、台灣及馬來西
亞等。葛珮帆估計涉事公司的會員人數
有7萬至8萬。
葛珮帆提醒市民，該類以ICO（Ini-

tial Coin Offering）集資為名的騙案去

年在內地盛行，內地政府近期已大力打
擊，但香港卻未有監管。
她認為，虛擬貨幣投資愈來愈流行，

提醒市民投資前要小心判別公司背景，
並應要白紙黑字簽約作實。

■葛珮帆提醒市民投資時要有白紙黑字的合同。

▲警方昨日展開第二浪「斷風」行動打擊倫
敦金騙案，再拘捕11名涉案男女帶署扣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除檢獲一批名錶、電腦、手機等證物
外，並凍結約 260 萬元及將三個價值逾
2,000萬元物業扣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