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如首租房須空測合格
空置逾30天才可上架

電騙升級 粵港研建跨境反詐平台
損失額年逾百億 在粵港人被騙案升近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今年以來，冒充「公檢

法」等電信詐騙手法升級演變，

令粵港兩地居民防不勝防，成立

跨境反詐平台成為共識。廣東省

公安廳近日在答覆廣東省政協香

港委員陳丹丹有關提案的函中透

露，廣東已上報公安部，協調香

港警方，共同建立「粵港跨境反

詐平台」，並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為契機，進一步加強警務協

調，研究聯合治理電信詐騙犯罪

方案。

「公檢法」類電騙案手法
1，誘騙年輕女子充當「協勤員」
電騙集團冒充「公安機關辦案民警」詐騙
年輕女子，看中其閱歷淺的弱點，哄騙其
通過協助「公安機關辦案調查」便可「自
證清白」、「戴罪立功」減刑，通過網絡
向其發送「XX市公安機關協勤證」，將
其打扮成「國家機關協勤工作人員」等
形象。

2．來電恐嚇「涉嫌違法」
詐騙分子冒充「公檢法」人員，致電事主
稱其涉嫌犯罪或個人信息被犯罪分子利
用。通常會有騙子A、B、C輪番上陣，
冒充電信、公安、檢察人員等不同角
色、刻意製造緊張氣氛，並要求事主切
斷與外界聯繫，僅僅與來電的騙子保持
單線聯繫。

3．「幫兇」上門「協勤」
當受害者「上釣」時，騙子便會將其住址
信息通知協勤員，讓其上門取走受害者的
存摺、銀行卡、身份證、密碼等，然後按
騙子吩咐將受害者的存款全部轉移到指定
銀行賬戶。

整理：香港文滙報記者敖敏輝

■電話詐騙作案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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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中國居民和企業近年因電信詐
騙損失額每年都在100億元（人民

幣，下同）以上，粵港澳大灣區為重災
區。據騰訊「數據守護者」發佈調查顯
示，廣東在詐騙電話標記、詐騙短訊標

記、電騙影響人數、損失金額等方面，均
居全國第一。

港「公檢法」電騙案佔逾八成
陳丹丹在該份《關於粵港警方攜手在大

灣區進行電騙作案手段揭秘巡迴宣講辦展
的建議》（下稱「建議」中）援引調研數
據稱，去年前9個月，香港警方錄得電話
詐騙716宗，當中589宗成功行騙，佔比
82%，損失金額高達1.97億港元。而電騙
成功案例中，其中冒充「公檢法」496
宗，佔比高達84%。可見，電騙情況愈見
嚴峻。
「騙徒幾乎大小通吃，受害者年紀最小

的為14歲香港中學生，亦有香港大學生誤
信『內地執法人員指示』，兩度將家中金
器熔解變賣，將錢款匯至內地。」陳丹丹
指出。
今年以來，冒充「公檢法」類電騙又有

新升級，出現「警方協勤人員」上門取存
摺、身份證等，更具欺騙性。近期，冒充
「公檢法」的犯罪集團在上門取件「協勤
員」的配合下，動輒被騙百萬元以上，其
中，廣州兩位老人分別損失200萬及300
萬元。為此，8月下旬至9月初，廣州
警方在半個月內連續發出 3 道警示，
提醒居民防範此類新型電騙。

粵警方贊同港區委員建議
電騙手法翻新，香港居民受騙個案亦在

上升。據廣東省公安廳數據，2017年以
來，廣東省反詐中心共受理香港市民電騙
案件146宗，較2016年升37.2%，同時，
協助香港警方開展緊急支付、凍結涉案
賬戶384個，涉案金額逾7,000萬元。
對於陳丹丹關於在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

舉行巡迴宣講和展覽、粵港兩地警方成立
跨境反電騙平台的建議，廣東警方予以贊

同，並指出，粵港兩地經濟發達、人員往
來密切，是電騙易發、高發地區，開展聯
合打擊和治理工作更顯重要。因此，粵港
兩地警方建立一個跨境反
詐騙平台，有較強的現實
意義。
廣東省公安廳透

露，受法律制度、訴
訟程序、警務體系等
差異影響，建立粵港跨
境反詐騙平台上存在案
件管轄、技術邊界等方面
的難點，為此，廣東警方
近期上報公安部，協
調 香 港 警
方，推動粵
港跨境反詐
騙平台的
建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
捲入裝修甲醛疑雲的內地最大長租公寓公
司自如昨日在官方微博發佈《自如關於空氣
檢測及治理工作情況的說明》，承諾「9月
24日開始，所有首次出租房源，配置完成
後，必須同時滿足空氣質量經權威機構檢
測合格且空置30天以上才能上架出租。」
這是繼8月31日後，自如再次發佈說明

介紹空氣檢測及治理工作進展。自如相關
負責人表示，「各地區還是存在產能相對
短缺，北京目前已開展工作的機構僅15
家，日均檢測產能相對有限。期間公司還
接連得到供應商因各方面壓力、產能有限
等原因突然退出的反饋。」

新華社：新公寓甲醛超標
新華社在同日也發佈了一篇調查報道，

報道稱一家接受自如委託的空氣檢測機構
表示，他們近日對北京一個區數十套自如
公寓進行室內空氣檢測，結果觸目驚心：
所有新裝修公寓的甲醛濃度基本都超標。
「新公寓甲醛平均超標三至八倍。」該檢
測機構負責人說。
存在甲醛超標問題的還不僅是新裝修公

寓。一位在自如公寓居住兩年的租戶說，
房內至今能聞到刺鼻味道，近期他購買甲
醛測試盒檢測，發現甲醛還超標。
還有參與自如公寓檢測的第三方機構負

責人表示，曾受委託對一些出租時間超過

一年的自如公寓進行檢測，甲醛濃度仍不
達標。
業內人士表示，甲醛超標問題不止自如

一家，其他長租公寓運營商也被指發生類
似問題。
業內人士說，長租公寓贏利點主要有三

個：一是靠裝修帶來附加值提升；二是與
業主簽訂合同一般規定一年一到兩個月的空
置期，空置期不計算房租，如果周轉夠快，
這部分差價也可以賺到；三是改變房屋結
構增加房間數量，即俗稱「打隔斷」。
「當前長租公寓頻頻爆出的室內污染，
與企業不顧一切提高房屋使用率和降低裝
修成本有關。」業內人士說。
北京市大興區一位長租公寓中介從業者

透露，按行業慣例，企業與房屋業主簽訂
三到五年的合同，但裝修費用、傢具電器
成本都由公司承擔。「為節約成本，公司通
常使用價格便宜的板材和膠水等材料，有
的表面看不出來，但時間一長，甲醛等有
害氣體就逐漸釋放出來。」該從業者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網站
消息，廣東省清遠市中級人民
法院昨日依法對被告人劉純露
放火案進行公開宣判，以放火
罪一審判處劉純露死刑，剝奪
政治權利終身。

向服務員表白被拒生怨
法院經審理查明，今年4月23
日，被告人劉純露與朋友黃
某、何某、吳某來到廣東省英
德市英城茶園路的一娛樂廳
（KTV）唱歌喝酒。其間，劉

純露進入同樓層的另一廂房
內，向一女服務員張某表白遭
拒，心生怨恨，隨後又與鄧某
明談買賣靈芝生意時，被鄰坐
的鄧某打岔而導致交易不成，
心生惱怒，揚言要放火燒掉
KTV。
翌日凌晨零時30分許，劉純

露來到該KTV一樓大廳，將
停放在該處的自用電單車輸油
管拔掉，致油箱內的大量汽油
流向地面。同行的黃某、何某
見狀阻攔，但劉純露不顧阻

攔，又衝進KTV一樓大廳，
用打火機點燃地面上的汽油。
汽油發生猛烈燃燒，火勢迅速
蔓延至KTV整個大廳，將大
廳及門口的木門、電單車等
物品引燃。劉純露放火後逃
離現場。
在該KTV二樓、三樓的18人

因沒來得及跑出、吸入高溫濃
煙後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另有4
人被消防人員救出。同月24日
上午10時許，劉純露被公安機
關抓獲歸案。

經司法鑑定，劉純露作案時
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法院認為，被告人劉純露故

意放火，造成18人死亡、1人重
傷、2人輕傷及他人財物重大損
失的嚴重後果，其行為已構成
放火罪。被告人劉純露因日常
個人感情瑣事不滿而故意放
火，造成嚴重危害後果，性
質極其惡劣，罪行極其嚴
重，經審判委員會討論，依
法應對其適用死刑。法院遂
作出上述判決。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單田芳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昨日發佈消息指，中國著名
評書藝術家單田芳當日下午3時 30分
因病在中日友好醫院逝世，享年 84
歲。單田芳在中國家喻戶曉，據說直
到現在每天還有一億多人在聽他講

故事。
據中通社報道，單田芳1934年12月17
日出生於遼寧省營口市的一個曲藝世
家，是中國評書表演藝術家、作家。
2012年，他在第七屆中國曲藝牡丹獎頒
獎典禮上獲得終身成就獎。
單田芳1954年走上評書舞台。1979年
5月1日，他重返書壇。1995年，他成立
了北京單田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07
年 1月 26日，他宣佈收山，《老店風
雲》是他的收山之作。2011年，他出版
了自傳《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
芳》。其代表作品有《三俠五義》、
《白眉大俠》、《三俠劍》、《童林
傳》、《隋唐演義》、《亂世梟雄》、
《水滸外傳》等評書。
「凡有井水處，皆聽單田芳。」單田

芳的名字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他說了
56年的評書，有錄音記錄的就有100多
部，在內地500多家電台、電視台播出。
單田芳獨特的嗓音陪伴了從「30後」到
「90後」的幾代中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中國交通運輸部披露，11日起，
由交通運輸部、中央網信辦、公安部
等多部門組成的網約車、順風車安全
專項工作檢查組將陸續進駐首汽約
車、神州專車、曹操專車、易到用
車、美團出行、嘀嗒出行、高德等網
約車和順風車平台公司，開展安全專
項檢查。
針對近期順風車安全事故頻發的情

況，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
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網約車、
順風車平台公司的公共安全、運營安全
和網絡安全等專項檢查。

據交通運輸部消息，此次檢查按照
「全面覆蓋、突出重點」的原則，部級
層面對滴滴、首汽約車、神州專車、曹
操專車、易到、美團出行網約車平台公
司和嘀嗒、高德順風車平台公司進行檢
查。其他網約車、順風車平台公司，由
公司註冊所在地省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
指導相關城市交通運輸主管部門會同相
關部門開展檢查。
交通運輸部稱，根據部署，9月5日至
9日，聯合檢查組進駐滴滴公司，已基本
完成了現場檢查、數據對接、問詢談話
等階段性檢查工作，目前正在進行總結
分析。

粵KTV縱火案致18亡 被告一審判死

中國評書藝術家
單田芳病逝 享年84歲

多部委工作組昨起進駐網約車平台

■電騙案預先草擬的作案劇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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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電騙案近年數據
香港警方錄得電騙案（去年前9個月）

716宗

成功行騙 589宗，佔比82%

損失金額 高達1.97億港元

冒充「公檢法」 496宗

佔比高達84%

廣東省反詐中心2017年共受理香港市

民電騙案 146宗

較2016年升37.2%

協助香港警方開展緊急支付、凍結涉案

賬戶 384個

涉案金額 逾7,000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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