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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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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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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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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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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日本电信诈骗：

有人冒充中国媒体

新华社安卡拉7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秦彦洋 施春

7月15日是土耳其未遂军事政
变一周年纪念日。一年前的夏夜，
少数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战机呼
啸，坦克穿城，近 250人在冲突中
丧生。虽然政变在短短数小时内即
被粉碎，但这次短命政变对土耳其
内政外交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统权力加强
未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立即

启动紧急状态并延续至今。持续一
年的紧急状态为当局控制政局和强
化总统权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

一年来，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铁
腕推进下，土耳其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大规模肃清反政府势力的行动。
迄今为止，已有 5万多人被捕，超
过 11 万人被开除公职，这些人大
多来自军警部队、司法、情报等政
府部门以及学校。目前，与未遂政
变相关的调查和整肃行动仍在继
续。

埃尔多安采取一系列措施改
革、重组军队，包括将隶属于总理
府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情报
局改归总统府直接管辖，关闭位于
主要城市中心的军事基地。经过整
顿，军队被进一步削权，埃尔多安
对重要军事和情报机构的掌控得到

强化。
今年 4 月，修宪案在公投中获

得通过，为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
的中心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根据
修宪方案，在 2019年总统和议会选
举后，土耳其共和国政体将从议会
制改为总统制，总理职位将被废除。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埃尔
多安一直在寻求扩大总统权力，未
遂政变加快了修宪进程，削弱了军
方权力，巩固了埃尔多安的地位。

社会矛盾加剧
伴随着高歌猛进的修宪和整肃

行动，土耳其政坛矛盾趋于尖锐，
国内也出现了规模上百万人的街头

运动。
今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9 日，土

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起从
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正义游
行”，抗议该党一名议员因泄密罪
被判刑。共和人民党主席克勒奇达
若奥卢呼吁当局解除紧急状态，把
权力归还议会，释放被关押者。当
游行队伍 7 月 9 日到达伊斯坦布尔
时，100 多万民众参加集会声援共
和人民党。

与西方关系降温
一年来，土耳其在与西方国家

矛盾加深的同时，加快了向俄罗斯
靠拢的步伐，显示出自主务实、多

元平衡的外交倾向，其地缘政治外
交布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未遂政变后，土政府的大规模
整肃行动引发了欧盟和美国舆论的
严厉批评。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公
开表示，担心埃尔多安在民主方面

“开倒车”。土方则指责西方盟友对
其缺乏起码的政治支持。双方关系
急剧降温。

2016 年 11 月，欧洲议会通过
一项非立法性决议，要求欧盟委员
会及欧盟成员国暂时冻结与土耳其
的入盟谈判，并称土耳其在未遂政
变 后 采 取 了 “ 不 相 称 的 镇 压 手
段”。今年7月6日，欧洲议会再次
通过动议，称如果土耳其开始修
宪，应立即暂停土耳其入盟谈判。

近来，奥地利、德国还设置障
碍，禁止土耳其官员入境参加当地
土侨民纪念未遂政变一周年的活
动，令土方深为不满。

土耳其政府认定，居住在美国
的土宗教人士居伦是未遂政变的幕
后主谋。而美国政府一再拒绝引渡
居伦，令两国战略互信受到严重损
害，土美关系面临考验。

随着土耳其与西方矛盾上升，
埃尔多安强化了外交政策的独立自
主倾向，特别是加快了与俄罗斯的
关系正常化进程。

分析人士指出，未遂政变加速
了土俄关系修复进程，使两国战略
互信得以恢复，双方在叙利亚问题
上的合作也在加深。土耳其最近还
宣布，决定从俄方采购 S－400 防
空导弹系统，正在商谈相关贷款事
宜。如该协议顺利签署，土耳其将
成为第一个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系
统的北约成员国。

未遂政变一周年
土内政外交剧变

7 月 15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集会
上，一束光柱射向天空。

当日是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总理耶尔德
勒姆当晚出席了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大桥上举行的盛大集会，纪念
事件中的遇难者。 （新华社/美联）

7月 15日是土耳其未遂军
事政变一周年纪念日。深夜时
分，首都安卡拉数万民众聚集
在议会大厦前，或高举国旗，
或手持遇难者遗像，纪念一年
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未遂政变，
悼念遇难者。

一年来，土耳其在与西方
国家矛盾加深的同时，加快了
向俄罗斯靠拢的步伐，显示出
自主务实、多元平衡的外交倾
向，其地缘政治外交布局正在
发生重大调整。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5日电
（记者孙丁 刘阳） 美国白宫 15
日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
泰·科布为白宫特别法律顾问。
美国媒体报道说，科布将负责替
白宫方面处理有关“俄罗斯干预
美国总统选举”和“通俄门”事
件的调查。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科布
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作
人，主攻调查取证业务。从哈佛
大学本科毕业后，科布在乔治城
大学获得法学学位。

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
息报道，科布将负责替白宫出面
应对和处理针对“俄罗斯干预美
国总统选举”和“通俄门”事件
的相关调查。

“通俄门”事件近日再起波
澜。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被曝去
年美国大选期间会见俄罗斯律

师 ， 意 图 获 取 “ 由 俄 政 府 提 供
的”、不利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
拉里·克林顿竞选的材料。

由于双方就会谈描述有矛盾
之处，小特朗普随后公布安排会
面 的 邮 件 往 来 ， 以 “ 自 证 清
白”。然而，邮件内容被指涉嫌
违反 《联邦选举法》，引发广泛
质疑。

据披露，一名前苏联反谍报官
员也出席了当时在纽约特朗普大厦
的会谈。不过，此人和俄律师均否
认和俄罗斯政府有联系。俄罗斯方
面也发表声明，称不了解这次会
面，也不清楚他们是谁。

目前，由司法部任命的联邦特
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及数个国会
调查组正在对美国情报部门指控俄
罗斯干预美国 2016 年总统选举及
俄政府是否和特朗普竞选团队有联
系进行调查。

特朗普任命特别法律顾问
应对“通俄门”调查

新华社巴格达 7 月 15 日
电 伊拉克政府 15 日清晨在首
都巴格达中心“绿区”举行阅兵
式，庆祝解放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摩苏尔。伊拉克总理兼武装力量
总司令阿巴迪率领国防部、内政

部高官现场观看了阅兵式。此外，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
组织”的领导人也出席了当天的阅
兵式。出于安全考虑，政府没有允
许多数当地媒体以及外国媒体到
场。

伊拉克举行阅兵
庆祝解放摩苏尔

新华社德黑兰 7月 15日电
（记者马骁 穆东） 据伊朗媒体
15 日报道，伊朗和欧盟近日联
合启动了一项核安全合作项目。

据伊朗 《财经论坛报》 报
道，伊朗核安全中心主任萨利希
近日与到访的欧盟核安全部门负
责人奥利维尔·鲁伊克斯会谈
后，正式宣布双方核安全合作项
目启动，涉及金额约 285 万美

元。
这一项目是伊朗与欧盟 2016

年签署通过的总额为 570万美元的
一揽子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它旨在
加强伊朗各方面核安全能力，包括
建立一个核安全中心。

按照相关协议内容，欧盟将支
持伊朗核安全监督部门建立核技术
规范框架，并支持伊朗出席一系列
涉及核技术的国际会议。

伊朗与欧盟
启动核安全合作项目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王宏彬）
埃及官员本月 14日说，埃及红海
度假胜地胡尔加达当天发生一起
明显针对外国游客的持刀伤人事
件，两名德国女游客被砍死，另有
4 名外国游客被砍伤。凶手已经
落网，是一名二十几岁的埃及男
子，警方正在调查行凶动机。这是
一年半来胡尔加达发生的第二起
针对外国游客的袭击事件。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埃及官
员告诉路透社记者，凶手一开始
在胡尔加达的加哈比亚酒店行
凶，持刀砍死两人、砍伤两人后，
游泳抵达隔壁酒店的海滩上继续
行凶，砍伤另外两人。随后他被酒
店保安制服，被押送警方。

不过，法新社和美联社的报
道则说，凶手是在同一地点作的
案。

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埃及
安全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凶手
明显针对外国游客，他持刀砍人
时用阿拉伯语喊道：“躲开，我要
找的不是埃及人！”

关于遇害者的国籍，媒体存

在不同说法。埃及国家新闻局证实，
两名死者是德国人，均为女性。德国
外交部说正在核实相关情况。此前
当地媒体报道称，死者来自乌克兰。
乌克兰外交部长随后在推特上否认
这一报道。

埃及《舒鲁克报》以安全部门为
消息源报道，两名伤者是亚美尼亚
人，另外两人是捷克人。也有媒体报
道称，伤者中包括俄罗斯人。

同一天，开罗城外一辆巡逻警
车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5
名警察死亡。事发地点距离著名的
阶梯金字塔很近。

埃及内政部官员说，多名骑摩
托车的枪手用机枪朝一辆停靠在路
边的警车扫射，一名警察开枪回击
后，枪手逃离现场。

不过，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
据称为目击者录制的视频显示，枪
手从警察手中抢过枪支和无线电对
讲机，开枪打死警察后纵火焚尸。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认领”这起
袭击。埃及官员推断，袭击者可能是
被怀疑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有关联
的“决断”组织。

埃及不太平——

红海酒店砍人
金字塔附近袭警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航
天局 （NASA） 官员本月 14 日
说，要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送人去
火星，前景并不乐观，原因不光
是技术难度，还包括资金不足。

美国航天局负责载人探索与
行动的官员威尔·格斯登美尔当
天参加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组织的
一场论坛时说，虽然经费差强人
意，但航天局在登陆火星前期准

备的主要项目上按部就班，希望按
计划完成每一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 3月签署
一项法案，批准美国航天局 2017
财年 195 亿美元的预算方案，并要
求其研究 2033 年送人去火星的可
行性。这份“过渡授权法案”是特朗
普就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份美国航
天预算法案，所批准的 195 亿美元
预算比2016财年只多出2亿美元。

登陆火星差钱
美航天局官员哭穷

7月16日，以色列警察在耶路
撒冷老城巡逻。

以色列 15 日宣布将逐步开放
耶路撒冷老城区的阿克萨清真寺及
其所在的圣殿山 （穆斯林称为“尊
贵禁地”）。重新开放后，以方将
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更为严格的安
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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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将重新开放
阿克萨清真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