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假冒港人騙案頻發
瞄準外省打工族下手財色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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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名在穗打工的中年女士被假港
人騙財又騙色事件引發關注。廣東警方指
出，近年在粵假冒香港人以相親名義詐騙
案增多，並向內地其他省區擴散，騙徒主
要以懂粵語的外省人為主。且詐騙形式多
樣，包括假港商投資、假遇難借卡轉帳等
。目前多地警方已針對性發出防範此類騙
案的高發預警。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七日電】

珠海中山查獲24噸疑似地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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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惠州查獲2個地溝油窩點，2/3地溝油去向不明

廣東佛山一個黑窩點遭警方搗毀，查獲1.7噸地溝油，流向附近工廠

廣東汕頭一加工窩點遭警方破獲，月產超15噸地溝油，流向廣東、福建

廣東番禺搗毀一加工窩點，共查獲1.2噸地溝油，流向當地大牌檔、工地食堂

廣東東莞市塘廈鎮兩處地溝油窩點遭警方搗毀

廣西柳州一加工窩點被警方搗毀，月產20桶地溝油，主要銷往廣東

深圳警方繳獲半成品地溝油20噸，發現地溝油已流入深圳政府機關食堂

江西南昌一家 「環保企業」 生產1600噸地溝油，貼牌流入廣東地區糧油批發店及零
售店

廣東清遠一黑窩月產7.5噸地溝油，流入中山、肇慶

廣東警方透露，在穗打工的張女士近日報案稱，
被一名自稱在港穗有多處房產的詹姓 「港男」蒙騙，
以要買房定居、承保大工程急需用錢等藉口騙走7萬
元。經警方調查發現，該 「港男」之前提供給張女士
的姓名和身份證均為偽造，目前該案在追查之中。

港人身份成騙徒 「利器」
無獨有偶。一名謊稱有房有車有廠、且在深圳投

資地鐵項目的 「香港公務員」梁某，通過網絡聊天騙
取李小姐信任。之後趁李的哥哥被法院判刑時，梁某
稱只要花8萬元便可將其 「搞出來」，李小姐信以為
真去匯款，梁得款後即消失。4個月後，梁某企圖又
以網聊作案時，李小姐以另一女子的身份約他見面並
報警，梁某最終落網。

廣東警方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隨着近年電視相
親、網絡拍拖等興起，在內地甚為吃香的港人身份成
了騙徒設局的 「利器」。由於粵港澳毗鄰，粵人比較
熟悉港澳不易上當，因此騙徒在粵作案主要瞄準外省
籍打工一族，通過 「放長線釣大魚」，往往花幾個月
乃至一年以上時間騙取對方信任後，再以各樣藉口不
斷 「借錢」，在對方起大疑心時即捲款 「潛水」。

騙術多樣跨省市作案
警方人士稱，此類騙案經常遭遇取證難，因騙徒

往往以假身份出現，且跨省市作案，加上較多受害者

發現上當後沒及時報警。據透露，在假港人相親騙案
冒起之前，廣東也曾出現假港商投資、假遇難街頭詐
騙等類型，但隨着粵港來往緊密，這類騙案在粵易被
識破，近年騙徒開始轉移到內地其他省市。

據周邊省區警方反饋給粵警信息顯示，去年來假
港人假遇難街頭騙案明顯增加，除了懂粵語的外省人
作案外，一些粵籍騙徒也參與其中。作案男女均打扮
時髦，有的更開着轎車，多選擇人流量大的繁華地段
或大學校園附近，目標以單身女青年為主，尤其是大
學生打扮的年輕女性，因社會經驗不足、防範意識不
強而易中招。騙徒多採取與受害人街頭搭訕等方式，
謊稱遇到困難如手機欠費不能用、信用卡異地不能取
錢等，取得對方信任後要求借卡轉帳等實施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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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南方都市報報道，5 月 16 日上午
，廣東省質監局聯合珠海、中山等相關部門執法人
員近150人，對窩藏在珠海、中山兩地的兩個涉嫌非
法生產加工問題食用油窩點，4 個涉嫌銷售配送問題
食用油窩點以及兩個涉嫌購買、使用來源不明的食
用油餐飲店進行突擊檢查，現場共查獲問題食用油
24 噸，抓獲犯罪嫌疑人 6 名。初步調查，這些問題
油流向珠海中山兩地。雖然問題食用油來源尚未知
曉，但廣東省質監局局長任小鐵表示不排除來自地
溝油的可能。

廢棄汽油桶裝食用油
一個多月前，廣東省質監局接到舉報稱，中山市

沙朗某農貿市場附近經常可見一輛封閉式的廂式小貨
車，懷疑其兜售劣質食用油。省質監局展開近兩個月
的摸底行動。16日上午，省質監局執法人員來到珠海
前山鳳山工業區內一家無照經營的非法生產加工食用
油黑窩點。

記者現場看到，這家黑窩點位於園區南門的臭水
渠旁，黑窩點門前擺放着高約1米的長形儲油罐，油
罐下方呈被火燒過後的焦黑狀，在其東南方的倉庫內
，擺放着上百個油桶。現場人員告訴記者，初步推測
，這些油桶本是用來儲存液化油或者汽油的，卻用來
裝問題食用油。該店老闆稱很多油桶都是從廢棄店回
收來的。

送往順德進行檢驗
與此同時，廣東省質監局和中山市質監局等部門

執法人員，也對該珠海黑窩點食用油進貨商恆昌糧油
購銷部進行了調查。執法人員在恆昌糧油購銷部發現
了標稱為 「金美膳」的桶裝油，共8個批次，966桶、
8213 升。另外還發現散裝油 2 個批次，共 2 噸，使用
儲油罐存儲。另在橫欄鎮西沖市場，執法人員查到了
1000斤涉嫌問題油。

據了解，質監部門已對該10個批次涉嫌存在問題
的油品按照不同規格進行了抽檢，並送往順德檢驗部
門進行檢驗。

對於該批問題油品是否為地溝油的疑問，廣東省
質監局局長任小鐵表示，該批散裝油來歷不明，沒有
正規批報手續、沒有經過檢疫，並不排除來源為地溝
油的可能。目前，案件在進一步審理之中。

5月17日，幾名遊人在新疆溫宿縣博孜墩柯爾克孜
民族鄉天然草場上留影。進入五月，素有避暑山莊美稱
的博孜墩鄉山區草場綠草茵茵、蒲公英花開吸引眾多遊
客。 【文圖 本報通訊員顏壽、林溫宿】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七日電】備受關注的河南嵩
山少林景區摘牌風波終於塵埃落定。今日，記者從河南省
登封市政府獲悉，國家旅遊局組織的專家組暗訪複驗中，
少林景區以971分通過覆核驗收，成功保住 「5A」級。

按中國《旅遊景區質量等級的評定與劃分》細則要求
，1000 分為滿分，5A 級景區最低標準為 950 分，少林景區
高出及格線21分。

去年12月，嵩山少林景區因管理混亂，被全國旅遊景
區質量等級評定委員會要求 「限期整改」，如整改仍不合
格可能被摘5A級牌子。據介紹，登封市政府在整改期間投
入資金1260萬元，用於改善遊覽環境，完善服務設施，少
林寺特別推出 「僧人免費導遊」，贏得遊客讚許。在遊客
服務中心大廳，設置電子觸摸顯示屏，遊客可查景區介紹
、線路引導、景點簡介等信息，還可查閱導遊個人資料、
收費標準等。在塔林，加裝了木質護欄，保證歷史文物免
受遊客損毀。目前，涉及景區整改直接任務的9個方面541
項全部整改到位，已進入常態化管理階段。

登封市還編製完成了《登封市建設國際文化旅遊名城
五年推進計劃》；推行景區網格化管理，持續優化景區環
境，總投資近千萬元的景區綠化、污水收集管網等正在加
緊推進；圍繞吃、住、行、遊、購、娛，努力實現整個嵩
山風景名勝區各類旅遊服務與科技的全面融合，打造 「智
慧旅遊」。

在第22個全國助殘日來臨之際，山西潞安集團被中國
殘聯授予 「全國推進殘疾人就業示範基地」稱號，這也是
全國唯一獲此殊榮的企業。山西潞安集團主動擔當社會責
任，出資 312 萬元、員工捐款 80 多萬元，於 2002 年 4 月成
立 「山西潞安益民公司」。10年陸續安置784名殘疾人就業
上崗，年平均收入達4.9萬元，實現潞安18歲以上殘疾人全
部就業，成為全國首家實現殘疾人 「零待崗」的企業。中
殘聯官員稱潞安集團真正從根本上解決殘疾人的生存和生
活問題，潞安的扶殘助殘模式應在全國企業推廣。

【本報記者楊傑英】

少林景區成功保 「5A」

記者17日從雲南省曲靖市宣傳部獲悉， 「6．12」曲靖
鉻渣污染案中被告吳興懷、劉興水等7人因污染環境罪一審
獲刑。其中判刑最高的3人為有期徒刑4年，並處罰金人民
幣5萬元。

2011 年 6 月 12 日，曲靖市麒麟區三寶鎮張家營村委會
灣子村的居民反映部分放養的山羊死亡，麒麟區組織人員
進行現場勘查時發現張家營村委會黑煤溝有一堆來源不明
的工業廢渣，經環保部門確認該工業廢渣係陸良化工實業
有限公司的工業廢料鉻渣，事件係承運人非法傾倒鉻渣所
致，共計將 140 餘車 5222.38 噸鉻渣傾倒在山上，造成傾倒
地附近農村 77 頭牲畜死亡，叉沖水庫 4 萬立方米水體和附
近箐溝3000立方米水體受到污染。

【本報記者袁璐】

■曲靖鉻渣污染案7人獲刑

■潞安集團推進殘疾人就業

▲嵩山少林景區成功 「保牌」 ，圖為面貌一新的景區進
口處的石牌坊 新華社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七日電】本着修舊如舊
原則進行保護性開發的上海外灘源工程今天又迎來
了一個新的節點─繼半島酒店、外灘源33項目先
後建成投入使用之後，建造於1911年，和外灘共同
度過百年風雨的益豐洋行大樓，經過保護性修繕和
功能開發後以全新面貌亮相。全新的外灘源．益豐
大廈，變身為一個集世界頂級零售奢侈品牌、創新
餐飲和時尚生活於一體的商業聚集高地，這是目前
外灘地區營業面積最大的商業項目，也是外灘源一
期工程新地標。

外灘建築源頭
外灘源，就是外灘 「萬國建築博覽會」的源頭

。位於黃浦江和蘇州河的交匯處，東起黃浦江、西
至四川中路、北抵蘇州河、南面滇池路，佔地16.4
公頃。區域內保留着約18幢建於上世紀初期的各式
近代西洋建築，為外灘歷史文化風貌區的核心區域
，也是上海現代城市的源頭。中國近、現代的金融

業和貿易業均從這裡孕育發展並走向壯大。
從2008年開始，上海市政府正式啟動外灘源的

開發。項目佔地1.68萬平方米。包括益豐洋行大樓
在內，還有光陸大戲院、真光大樓、廣學大樓、蘭
心大樓、女青年會大樓、安培洋行、亞洲文會大樓
等7幢優秀歷史建築，2010年世博會前，大樓的修
繕工作基本完成。不過內部基本空置，除了益豐大
樓外，尚未有商家和住戶的痕跡。料招商工作尚在
進行中。

開發為輔 保護先行
據介紹，外灘源的開發過程不同於一般的舊區

改造，而是盡力發掘歷史建築的潛在人文價值，恢
復和保留街區的古典風貌。對於歷史建築的改造，
遵循 「保護中開發、開發中保護」的原則，通過功
能重整及設施更新，以適應現代生活需求，力圖將
「古舊」變成 「經典」。據了解，按照 「重現風貌

，重塑功能」要求，外灘源工程突出公共性、公益

性和開放性，體現歷史文化與現代商業相融合。以
益豐大樓為例，改造前，大樓外牆主要採用的是磚
紅色和白色塗料，和大樓的整體風格有些格格不入
。為了重現20世紀初巴洛克建築的風貌，改造從用
料到修復手法都加強了紅磚清水外牆的逼真感，加
上樓頂的大煙囱和豐富的山花造型，強化了 「十里
洋場」的時光倒流感。而現有的裝飾線條和門窗洞
口的邊框花紋則作為重點保護部位，未改分毫。

百年益豐大樓華麗變身
上海外灘源豎立新地標

【本報記者李珊廈門十七日電】本報
獲悉，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案主犯賴昌
星被控走私、行賄一案，將於18日上午9
時在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二次開庭審理
。相關人士告知記者，部分廈門市人大代
表和政協委員，政府工作人員，賴昌星家
屬，以及加拿大方面的人員將旁聽庭審，
但廈門當地傳媒記者不得進場。

據透露，本案開庭所用的法庭，已根
據與加拿大方面協議中的旁聽需要進行特
殊旁聽席裝修改動，據稱法庭裝修改動花
費800萬。

廈門遠華走私案涉及走私貨物總值人
民幣 530 億元、逃稅人民幣 300 億元。賴
昌星在 1999 年案發時逃到加拿大，滯留
12年後於去年7月遣返中國。

廈門市人民檢察院於今年2月向廈門
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賴昌星犯
罪集團犯有走私普通貨物罪、行賄罪，賴
昌星是犯罪集團首要分子。廈門市中級人
民法院審理此案後，向賴昌星送達了起訴
書，並向其告知訴訟權利和義務，通知其
律師會見和查閱全案卷宗，充分保障賴昌
星及其律師的訴訟權利。經庭前通知和公
告等法定程序，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於4
月6日公開庭審，公訴人和辯護人到庭參
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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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一新的益豐大樓重新亮相 本報攝

▲5月16日，廣東省質監局執法人員在中山市沙朗某
農貿市場附近查封一批問題食用油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