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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搗地下錢莊 涉款逾460億
重點整頓口岸兌換店 遏非法買賣外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針對中國境內資金通過地下錢

莊借道港澳非法轉移海外的趨勢，廣東警方部署專項打擊。記者21日獲

悉，近日，在公安部的統籌指揮下，廣東警方開展「颶風2號」地下錢莊系

列案件收網行動，共破獲案件20餘宗，抓獲疑犯70多名，涉案資金逾460

億元（人民幣，下同）。廣東警方表示，將加大與人民銀行、海關等部門

協作，探索打擊地下錢莊新機制，同時，對粵港澳重點口岸無外匯兌換資

質的個體商戶加強整頓，遏制非法買賣外匯的亂象。

黑錢莊運作模式
■境內外資金池對敲

在內地和香港（澳門）各設資金池，內地團
夥收取人民幣資金，境外成員通過港澳資金
池兌現，做到資金不出境實現外幣結算。

■虛構貿易背景騙匯

在境外用他人身份註冊公司，虛構外貿交
易合同，再以境內註冊公司銀行賬戶騙取
購買外匯。

■現金交易和跨境匯兌

雙方約定匯率、金額與交易地點後，團夥把
客戶人民幣現金兌換為外幣支票，帶到境外
並存入團夥控制的外幣賬戶，再轉入客戶指
定的外幣賬戶上。

■個人賬戶境外套現

在5萬美元個人購匯額度下，大量收購他人
銀行卡，在港澳批量提取外幣。

記者敖敏輝整理

陝地鐵曝問題電纜
商家承認以次充好

李克強：國資非任人宰割「唐僧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國政府
網報道，「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的共同
財富，不是任人宰割的『唐僧肉』。」
李克強總理21日在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
作會議上說，國企國資走出去，監管必
須及時跟出去。要健全境外國資經營業
績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確保境外國有
資產安全運營和保值增值。
李克強指出，過去一年，各級政府
堅持依法行政，加強源頭治理，突出
限權管錢，狠抓督查問責，嚴格正風
肅紀，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取
得明顯成效。但一些地方、部門和單
位落實從嚴治黨要求不嚴格、不到
位，一些領域腐敗問題時有發生，少
數幹部存在庸政懶政怠政等現象，必

須以更有力舉措進一步推進反腐倡廉
各項工作。

健全境外國資經營業績考核
李克強提出五點要求：一是以深化
「放管服」改革進一步剷除滋生腐敗的
土壤。用清單管理推動減權、規範用
權，除涉及重大安全和公共利益等事項
外，行政審批事項原則上都要依法依程
序取消，創新事中事後監管保障廉潔執
法、公正執法，採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
讓監管全過程「留痕」，提高監管效
能。
二是切實管好用好公共資金。所有使
用財政資金的部門，原則上都要公開預
決算。各級政府要堅持過緊日子，繼續

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及時撥付各類財政
資金，解決在途時間長、年底突擊花錢
等問題。大力盤活沉澱資金，堅決查處
小金庫和截留挪用、貪污侵佔等違法違
規行為，為公共資金裝上「安全鎖」和
「防盜門」。
三是進一步加強國資國企和金融監
管。「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
富，不是任人宰割的『唐僧肉』。」在
國企重組改制中既要大膽改革創新，促
進國企瘦身健體提質增效，又要防止國
有資產被侵吞。健全境外國資經營業績
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嚴格境外特別重
大投資項目出資人審核把關程序。積極
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增強監管
合力，強化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嚴防金

融風險和腐敗。
四是規範公共資源配置交易。完善並
嚴格執行招投標制度和政府採購制度，
用好公共資源交易平台，做到公開透
明，防止尋租腐敗。
五是堅決整治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
風和腐敗問題。緊緊看住和管好用好扶
貧、低保、棚改、醫保資金等群眾的
「生存錢」、「救命錢」，使惠民資金
和項目真正發揮效用。突出農村集體資
金、資產、資源管理等重點領域，嚴厲
查處基層各種微腐敗、小官巨貪等問
題，不斷鞏固基層反腐成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
王岐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趙洪祝應
邀出席會議。

■李克強說，國企國資走出去，監管必須及時
跟出去。 網上圖片

此次收網行動前，廣東警方對地下錢莊線
索開展長時間大規模的排查。據廣東省

公安廳刑偵局局長黃守應介紹，去年下半
年，廣州警方接到黃某某等人涉嫌非法經營
地下錢莊的線索，其實際操控的銀行賬戶多
達50餘個，與此同時，深圳、佛山、東莞等
地警方也相繼發現多個地下錢莊犯罪線索，
不少團夥日資金流水在1,000萬元以上，操
作了數十萬筆資金兌換轉移。

深企虛構貿易背景走資
在公安部下發的深圳、東莞有企業涉嫌地
下錢莊運作的案件中，資金流向複雜、多種
犯罪手法交織，涉案賬戶3,800多個。專案
組進一步偵查發現，2012年至2015年，深圳
東某某貿易有限公司等40餘家企業，先後為
北京、深圳等地的1,000餘家公司、企業非
法支付結算人民幣，並採取虛構貿易背景、
提供虛假單證等手段，實施騙購外匯，再轉
移至境外。
近日，深圳警方在福田區、福田保稅區對

此案開展收網行動，成功偵破該特大地下錢
莊騙購外匯系列案，凍結銀行賬戶150多
個，初步統計涉案賬戶資金流水達170多億
元。
黃守應介紹，這是一起典型的通過虛構貿
易背景運作地下錢莊的手法，在深圳較為多
見。此外，在境內外互設資金池來做對敲的

地下錢莊，也是常見的一種手法。「犯罪分
子在內地和香港分別設資金池，客戶需要把
資金轉移到境外，只要打入該團夥境內賬戶
即可，然後通過團夥在香港設立的賬戶提取
資金。資金在沒有正常的跨境流動下，實現
了轉移。」
還有一種地下錢莊運作模式在東莞比較多
見，犯罪團夥在境內存入客戶資金，將外幣
支票打到境外，再轉移給相關人員。

地下錢莊抱團分享客戶
據透露，近年來，地下錢莊之間有抱團發

展的趨勢。從事地下錢莊的團夥，家族性、
地域性特點比較突出。當前，在粵港設立離
岸公司和資金池的地下錢莊團夥，既有內地
人，也有香港居民，他們之間也多存在一定
的血緣和地緣關係。
而在具體操作上，不同團夥往往進行資金
拆借和調配，甚至分享客戶資源，從而形成
龐大和複雜的產業鏈。
廣東省公安廳表示，接下來，警方將進一

步加強與人民銀行、海關等部門的溝通協
作，強化信息共享和研判。同時，積極推動
人民銀行等金融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可疑資
金的監管，完善長效監管機制。另外，警方
還將對粵港澳重點口岸無外匯兌換資質的個
體商戶加強整頓，遏制非法買賣外匯的亂
象。

地下錢莊導致資金外
流，更是不法分子從事
洗錢和非法資金轉移的

重要通道。近兩年來，在公安部的主導下，內
地多部門展開打擊地下錢莊的執法合作，並建
立防範工作機制。廣東毗鄰港澳，是地下錢莊
活動活躍地區，警方重點盯控和打擊。

去年，國家外匯管理局與公安部三次聯合召
開打擊地下錢莊工作部署及推進會議。同時，
外匯局與人民銀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檢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門還聯合開展了打擊地

下錢莊的專項行動。
由於地下錢莊運作的資金多借道香港、澳門

轉移到境外，為此，廣東警方也加強與港澳警
方的情報交流合作，特別是在反洗錢方面，粵
港警方多方位展開執法合作。

「目前，廣東與港澳警方正探索通過情報交
流聯合打擊此類犯罪，目前已取得一些進
展。」黃守應表示，在線索和個案偵查方面，
隨着力度的加大，廣東與港澳深度合作機制會
逐步建立起來。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粵港加強反洗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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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人民銀
行21日公佈的一份季度調查報告顯示，儘管
中國居民物價滿意指數有所提高，但仍有逾
五成居民認為目前「房價高難以接受」。
這份《2017年第一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
報告》在中國50個城市進行了2萬戶城鎮儲
戶問卷調查，並得出上述結果。
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居民物價滿

意指數為29.6%，較上季提高0.4個百分點。
其中，44.1%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
受」，較上季下降0.4個百分點。
3月以來，中國多個地方密集出台樓市調控
政策，其背後是局部地區房價出現的升溫趨

勢。根據報告，52.2%的居民認為目前房價
「高，難以接受」，42.9%的居民認為目前房
價「可以接受」，4.9%的居民認為「令人滿
意」。
儘管如此，有購房意願的中國居民依然不

少。調查顯示，未來3個月內準備出手購買住
房的居民佔比為22.9%，較上季提高2.8個百
分點。

居民消費意願提高
除了房價預期，在儲蓄、投資意願方面，

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居民佔42.3%，較上季
回落0.1個百分點；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

民佔23.8%，較上季回升0.7個百分點；傾向
於「更多投資」的居民佔33.9%，較上季回落
0.6個百分點。
當天，人行還同時發佈了兩份分別針對銀
行家和企業家的問卷調查報告。結果顯示，
各界對於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判斷正逐
漸趨暖。
具體來看，銀行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為
33%，較上季提高6.1個百分點，認為當前宏
觀經濟「偏冷」的銀行家較上季下降11.3個
百分點；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則為
31.3%，較上季提高3.5個百分點，較去年同
期提高10.2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花費
不足2萬元（人民幣，下同）就能在深圳從事假
的士運營的違法活動。21日，深圳交警抓獲一輛
套牌假的士，發現車上安有被稱為「炸彈」的的
士咪錶，輕輕一按就能迅速增加行駛里程，以達
到多賺車費的目的。記者獲悉，此類咪錶安裝隱
蔽，乘客一般難以發覺。假的士司機一個白班一
個夜班，每天收入可達五六百元，除去油錢每月
能淨賺上萬元。
據司機黃某林交代，今年1月初他在深圳香蜜

湖一車場以1.8萬元買了輛年限到期淘汰的的士，
準備開回老家茂名，出場後路邊有人詢問是否需

要加裝的士相關裝備在深圳「拉活」。黃某林聽
後，隨即以1,500元加裝了假車牌、計價器、燈箱
等，並開始在深圳從事假的士運營的違法活動。
黃某林為防止被抓，一周只出車4天，每天只在
晚上10點後出車，活動範圍僅在羅湖轄區，到上
午6點前就收工回家，車輛後尾箱有車外罩，停放
好後會罩上罩子防止發現。

「炸彈」藏身擋位桿
辦案民警在對套牌的士勘察中，發現該車輛內
另有玄機，車輛擋桿的中間位置，有個小小凸起
的按鈕，安裝位置極其隱蔽，只要換擋時點擊按

鈕，咪錶上的里程數就會增加100米，這就是業
內臭名昭著的「炸彈」咪錶。該按鈕平常被檔位
桿的黑皮包住看不見。
據交警介紹，有的司機還會將咪錶小按鈕固定
在方向盤下方蓋板內，用類似於汽車遙控鑰匙的
小物件無線遙控操作。只要按按鈕，咪錶的里程
數就會增快，鬆開按鈕後，咪錶又恢復正常運
轉。
據業內人士介紹，要購買「炸彈」咪錶，需要
找熟人熟路。咪錶主要由接收器和發射器組成，
遙控器上有一個極小的按鈕，操作時無聲音，這
樣的裝置大約300元，可以現做現裝。

人行：過半居民難接受高房價

深假的士咪錶宰客 暗觸按鈕車費勁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陝西
西安地鐵三號線問題電纜引起社會關切，
在送檢電纜檢測結果初步確定後，公安機
關第一時間對陝西奧凱電纜有限公司展開
審查，依法控制相關人員8名。
微信公號「西安發佈」21日發佈消息
稱，記者採訪了奧凱公司法人代表王志
偉，面對鏡頭，王志偉對奧凱公司以次充
好、供應不合格電纜的行為供認不諱，並
表示對自己的行為非常後悔，願意接受法
律制裁，向全市人民悔罪、道歉。
在該消息配發的視頻中，王志偉稱，在
（西安）地鐵三號線招標過程中，採用低
價競標的方式獲取訂單，在生產過程中，
為了獲得一定的利潤，降低了成本，造成
了產品不合格。「這批電纜型號大約有
20多種，規格有40多種，總造價4千多
萬，不合格的產品大約有3千萬左右。」
另據21日傍晚西安電視台播出的畫面
顯示，王志偉在鏡頭前跪地道歉。

■■王志偉在鏡頭前跪地道歉王志偉在鏡頭前跪地道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警方繳獲大量作案廣東警方繳獲大量作案
工具工具。。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 攝攝

■■抓捕現場繳抓捕現場繳
獲的現金獲的現金。。

警方供圖警方供圖

■■假的士咪錶按鈕十分隱蔽假的士咪錶按鈕十分隱蔽，，有的位於手有的位於手
動撥桿前方動撥桿前方。。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 攝攝

■■過半居民認為目前過半居民認為目前「「房價高難以接受房價高難以接受」。」。圖圖
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