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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信诈骗冒充中国媒体

日前，一则 35 名日本公民在中国涉嫌电信诈骗被
刑事拘留的新闻引起关注。这些日本人为何跑到中国
实施电信诈骗？日本社会的电信诈骗情况如何？
【日本电信诈骗由来已久
日本电信诈骗由来已久】
】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35
名日本公民因涉嫌诈骗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中方已按照《中日领事协定》进行了领事通报。日
本媒体称，这是日本籍犯罪嫌疑人在中国被抓获人数
最多的一次。
在电信诈骗案中，相对于收取现金的“收货人”，负
责打电话的“打电话人”更难掌握。近年来为逃避调
查，从中国向日本打电话的日本诈骗团伙不断增加。
2015 年曾有报道称，一个日本诈骗团伙在广东省
珠海市发生内讧，其中一人被同伙捆绑并殴打致死。
该案发生于 2013 年，最终，日籍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社会治安较好，社会诚信度较
高。但在日本，电信诈骗多发、且历史悠久也是不争的
事实。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日本就出现骗子冒充老
师给学生的爷爷奶奶打电话并上门骗取现金的案例。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电信诈骗案例明显增多且花样翻
新。
通常，骗子会从电话簿上有选择地给看似老年人
的对象打诈骗电话，冒充受害人的儿子或孙子，以经济
困难、突遇变故等借口骗取钱财。除此之外，日本常见
的诈骗手段还包括“虚构账单诈骗”
“融资保证金诈骗”
“返还金诈骗”
“点击网站诈骗”等。
所谓“虚构账单诈骗”，即骗子以广撒网的方式邮
寄付费账单，总会有人不记得自己有过什么消费而上
当受骗；
“融资保证金诈骗”和“返还金诈骗”是骗子冒
充银行职员或公务员，以贷款保证金或返还税金等名
义实施诈骗；
“点击网站诈骗”就是点击一些网站链接
后会自动提示业务办理成功，并要求缴纳高额会费的
诈骗行为，实际上也是
“虚构账单诈骗”的一种。
2004 年，日本警察厅将这些要求受害者汇款的诈
骗手段统称为
“汇款诈骗”
。
【有骗子冒充中国媒体
有骗子冒充中国媒体】
】
据日本《每日新闻》5 月 29 日报道，青森县一警察
局接到报案，一名 40 多岁的女性分 8 次被骗取了 816 万
日元（约合 49 万元人民币）。
这起诈骗案是一起“点击网站诈骗”。骗子称，受
害者有一笔未向中国媒体缴纳的费用，
“如果不支付收
费网站的登录费用，将把她带到中国去”。这名受害者
信以为真，在共支付 816 万日元后，不得已才向朋友求
助，并最终报警。
记者就此向该警察局核实，警察局的鱼田警官证
实了案件的真实性，并表示，案子至今还在调查中，尚
未抓到诈骗犯，受害人损失也没有追回。
近年来，日本电信诈骗金额逐渐增加。2016 年，大
阪一名 80 多岁女性被骗取 5.7 亿日元（约 3432 万元），
创日本单个受害者电信诈骗受骗金额之最。同年 9
月，两名骗子被捕。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信诈骗
案是一个诈骗团伙从约 370 名受害者手中骗取 30 多亿
日元（逾 1.8 亿元）。这一诈骗团伙于 2012 年被打掉，28
名成员被捕。
【日本极力防范电信诈骗
日本极力防范电信诈骗】
】
以“汇款诈骗”为主的电信诈骗在日本已成顽疾。
为防范电信诈骗，日本警察厅设有专门的应对“汇款诈
骗”网站，对各种诈骗受害情况有详尽的数据统计，并
介绍各种诈骗伎俩，也提供专用警方咨询电话，呼吁民
众接到可疑电话时不要慌张，不要立即给对方汇款，要
向警方电话咨询或到就近警局咨询。
日本金融厅也常常对“汇款诈骗”做出提示，要求
各金融机构在显著位置进行有关“汇款诈骗”的警示。
一些银行和 ATM 机附近会张贴预防“汇款诈骗”的海
报或标语，ATM 机的转账操作界面也会显示小心“汇
款诈骗”的提醒。由于骗子往往通过电话遥控受害人
的转账操作，有的金融机构还要求用户，不在 ATM 机
附近使用手机。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经常在新闻节目前后播放专
门制作的防止“汇款诈骗”的小节目《停止诈骗！我不
会上当》，介绍一些具体案例，
以及一些新型诈骗手段。
在日本，
“ 汇款诈骗”按《刑法》第 246 条诈骗罪定
刑，通常处以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有组织犯罪，
可处以最高 15 年有期徒刑。随着“汇款诈骗”案逐年
增多，日本打击诈骗犯罪、特别是诈骗活动中“打电话
人”的力度日趋严厉，日本诈骗团伙为逃避打击，转而
跑到中国等其他国家作案。
对于中国警方一次性抓捕 35 名日本电信诈骗嫌疑
人，
日本网民的反应是
“喜大普奔”
，
纷纷点赞，
呼吁中国
对他们严惩不贷。不少日本网民甚至直呼
“请判死刑”
，
可见日本民众对电信诈骗恨之入骨。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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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15 日披
露，他日前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晤
时讨论了美国“重回”
《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特朗普称将为此
“想办法”
。
特朗普 13 日抵达法国巴黎，随后与马克
龙举行会谈，话题涉及打击
恐怖主义、叙利亚问题、气
候治理、自由贸易等。
马克龙 15 日在接受法
国《星期日报》采访时说，特朗普倾听了他有
关《巴黎协定》的意见，双方就美国“重回《巴
黎协定》的条件”进行了“详细”讨论。
“他（特
朗普）告诉我，他将在接下来几个月里试着
找出办法。”
13 日与马克龙会谈结束后，特朗普本人

也暗示可能改变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他当时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 关于《巴黎协
定》，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让我们拭目
以待。”
14 日，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

美国于首位而把“我们美丽的地球”放在末
位，
“显得异常可悲”
。
布兰森建议特朗普政府逐步淘汰煤炭
工业，大力投资可替代能源，帮助煤炭工人
转行，如进入清洁能源行业。
“这对煤炭工人
好，
对美国好，
对世界好。”
2015 年 12 月，
《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 200
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2016 年 11 月，
《巴
黎协定》正式生效。
6 月 1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他称《巴黎协定》给美国带来“苛刻财
政和经济负担”，但表示愿意谈判，
“ 看看能
否达成一个公平协议”。新华社特稿

退出《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
》 特朗普后悔了吗
兰森在美国纽约参加一场讨论会时说，他感
觉特朗普正为退出《巴黎协定》而后悔，
“但
愿他会改变主意”
。
布兰森说，不少美国“企业和城市”坚定
支持发展低碳能源，而美国政府却退出《巴
黎协定》，这“非常、非常奇怪”。这一决定置

不再做美属地

关岛政客寻独立公投
关岛政
客寻独立公投

蒙古国森林草原火灾频发 首都烟雾弥漫
7 月 16 日，一名摊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
巴托出售旅游纪念品。
蒙古国紧急情况总局最新通报说，
蒙古国

境内目前仍有11处森林草原大火没有扑灭，
灭
火力量严重不足。15日晚间开始，
火灾烟尘已
弥漫至乌兰巴托上空。新华社记者阿斯钢摄

小特朗普见俄律师谁是委托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子小特朗
的信息，从中可见俄罗斯及其政府对特
普密会“俄罗斯政府律师”之事不断发
朗 普 先 生 的 支 持 ”。 小 特 朗 普 回 复 道 ：
酵。美国媒体 15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如果真是这样，我很喜欢。”
道，参与当天会议的至少 8 人，除了俄罗
不过，参会人艾哈迈德申接受美国
斯女律师纳塔莉娅·维塞里尼茨卡娅和曾
媒体采访时说，小特朗普并未如愿。那
在苏联军队从事反谍报工作的说客里纳
次会面“没有实质内容”，小特朗普询问
特·艾哈迈德申，还有会议“中间人”和
维塞里尼茨卡娅是否有美国民主党全国
俄方委托人员的代表。
委员会获得非法政治资金的信息，对方
美国 《纽约时报》 最先爆料，2016
回答没有这类信息，小特朗普就失去了
年 6 月 9 日，特朗普之子小特朗普、女婿
继续交谈的兴趣，
“迫不及待想走”
。
贾里德·库什纳和特朗普竞选团队时任主
另外，艾哈迈德申称，他虽然曾在
管保罗·马纳福特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特
苏联军队从事反谍报工作，但从未替俄
朗普大厦与俄罗斯籍律师维塞里尼茨卡
罗斯政府或俄罗斯机构效命，也不是俄
娅会面。这距离特朗普在共和党内被默
情报人员。
认为总统候选人仅 3 天时间，也被认为是
美国媒体获得的资料显示，艾哈迈
特朗普团队核心人员与俄罗斯人之间最
德申是一名登记在册的说客，替俄罗斯
早的私人会晤。
女律师维塞里尼茨卡娅所在组织游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5 日
后者目标包括让美国取消“马格尼茨基
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出席当天会议的
制裁”
。
至少有 8 人，分别是小特朗普、库什纳、
马格尼茨基是俄罗斯一名律师，受
马纳福特、维塞里尼茨卡娅、艾哈迈德
逃税指控 2008 年被俄警方逮捕，2009 年
申、会面中间人罗布·戈德斯通、委托会
羁押期间死于看守所。美国前总统奥巴
面的俄罗斯家族一名代表和一名翻译。
马 2012 年签署与俄罗斯人权问题捆绑的
至于这名俄罗斯家族代表的身份， “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 44 名与马格尼
上述消息人士没有透露。
茨基之死和侵犯人权有关的俄罗斯人。
根据小特朗普公开的邮件，他选择
作为对“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反制措
赴会是为了获得希拉里的“黑材料”。当
施，俄罗斯废除了俄美 2011 年 7 月签署
时，从事公关行业的戈德斯通给小特朗
的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孤儿协议，还禁
普发去电邮说，“一名俄罗斯政府律师” 止对俄罗斯公民实施过犯罪、参与非法
手里可能有特朗普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
剥夺俄公民自由或对俄公民进行过不公
顿的“黑材料”，“这显然是高层、敏感
正审判的美国公民入境。
新华社特稿

电话：总编辑 8230539 副总编辑 8230537、
8230533 、
8225166 总编室 8230545
专刊部 8266202 8230546 编报室 8230314 经济部 8230540、8230541 政文部 8230534、
8230535 广告部 8248965、
8230542 通联部 8244000、
8244111 发行公司 8247830

美国海外属地关岛的一些政客认为，关
岛“是时候”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彻底独
立。不过，
这一提议在关岛居民间引发争议，
一
些人担心，
严重依赖美国社会福利的关岛是否
具有足够的政治能力，
进而展开全权自治。
寻独立
关岛位于西太平洋。1898 年，美国从西
班牙手中夺取关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关岛曾在 1941 年被日军占领，1944 年 7 月 21
日再次被美军
“夺回”
。
按法新社说法，
关岛现有约 16 万名居民。
作为美国海外属地，关岛被联合国认定为世
界上目前仅有的17个
“非自治领土”
之一。
尽管关岛居民被赋予美国公民权，但其
拥有的权利有限。比如，关岛居民不能在美
国大选中投票，而关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仅
设一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
法新社 16 日报道，代表关岛的前众议员
埃迪·杜埃尼亚斯说，就关岛是否独立的全
民公投“一拖再拖”。鉴于关岛明年即将进行
总督换届选举，届时，
这一公投应一同举行。
“我们一直在（为了独立）努力，但不知
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还能走多久。”杜埃尼
亚斯近期在关岛首府阿加尼亚举行的去殖
民化委员会会议中说。
与杜埃尼亚斯的想法类似，关岛现任总
督埃迪·卡尔沃主张就独立自治举行公投。
按他的说法，关岛居民应当有三种选择：独
立成国家、独立成美国的一个州或继续保持
现状。无论公投结果如何，但至少关岛居民
可以通过公投得到话语权。
“如果（关岛）能够独立，我会非常高兴，
但如果公民选择继续（作为美国海外属地），
我至少会比现在开心，
（因为公民至少得到
了话语权）。”他几个月前说。
引争议
按法新社的说法，关岛约 4.49 万名居
民、1.565 万户家庭如今过日子依赖于美国
政府提供的食品券以及公共医疗福利。此
外，关岛预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来源是
美国联邦拨款和税收收入。
当地居民玛丽特·施瓦布说，她担心，如
果关岛独立，其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能力，
全权自治。
“（如果独立），关岛将如何维系眼下由
联邦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施瓦布说，
“具体计划是什么？我需要看到一些切实的
东西……”
主张关岛继续做美国海外属地的居民
阿德里安·克鲁斯说，对于美国的资金依赖
是关岛改变现状的一大障碍。
“美国让关岛成为了一个宜居地，我们
既不会因为太穷而无法反抗，但也不会因为
太富有而不再需要他们（美国）。”
此外，法律的限制也成为阻碍关岛举行
公投的一大因素。
法新社报道，几十年来，关岛多次因法
律争议搁置计划举行的公投。今年 3 月，美国
一家联邦法院就曾推翻关岛的“独立自治”
公投计划。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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