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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从肯尼亚押回的团伙
将按照大陆法律侦查、
起诉和审判

45 名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都已认罪
4 月 21 日上午，来大陆协商两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事宜的台湾代表团，前往参观了羁押 45 名台湾电信诈骗
犯罪嫌疑人的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目前，45 名犯罪嫌疑人都已认罪。
“就在 4 月 11 日，浙江丽水一位姓周的受害人又被台湾诈骗团伙冒充公检法机关骗走 2000 多万。”公安部刑侦
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要求台湾方面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并在追赃上给予支持。

4 个女明星被骗 也可能是他们干的
日前，肯尼亚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冒充中国
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大肆实施电信诈
骗的犯罪团伙。4 月 9 日、13 日，公安部派出代
表团分两批将 77 名（大陆 32 名、台湾 45 名）电
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经公安机关查明，初步认定这 77 名犯罪嫌
疑人分别属于两个犯罪团伙，在肯尼亚对中国
大陆群众实施电信诈骗。
在张智维犯罪团伙中，张智维等 23 名台湾
犯罪嫌疑人和 13 名大陆犯罪嫌疑人，于 2014 年
10 月在肯尼亚设置窝点，冒充医保局、公安局人
员等特殊身份，以受害人身份证被盗用、涉嫌洗
钱等为由，让受害人提供姓名、身份证、住址等
关键信息，并伪造“刑事逮捕令”
“ 冻结管制令”
骗取信任，要求受害人将财产转入其提供的安
全账户，
对大陆群众大肆实施诈骗。
在林金德犯罪团伙中，林金德等 22 名台湾
犯罪嫌疑人和 19 名大陆犯罪嫌疑人，于 2016 年
3 月在肯尼亚设置窝点，假借快递公司名义称有
护照寄给受害者，并以个人信息泄露为由，要求
其报警，随后冒充公安局民警，让受害人将钱汇
到诈骗团伙的账号进行诈骗。
台湾媒体此前报道，女星汤唯、俞小凡、罗
霈颖及李若彤 2014 年受骗，4 人共损失 1024 万
元人民币。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两个团伙

中。目前，45 名台湾犯罪嫌疑人都已供述自己
的涉嫌犯罪行为。

大陆要求台湾在追赃上给予支持
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介绍，台湾
诈骗犯罪集团危害巨大。其特点是一旦受害人
上当受骗，所有积蓄往往被席卷一空，有的犯罪
嫌疑人甚至逼着受害人卖房、卖车、借钱，然后
把钱汇到指定账户。
“被骗 1000 万元、
2000 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
案例非常多，
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很多企业因此
破产倒闭，
受害人跳楼、
上吊自杀已经不是个例。
”
“2015 年，大陆有 113 亿元电信诈骗赃款被
卷入台湾，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一势头还没有遏
制住。”陈士渠说，每天都有很多受害人被骗，老
百姓的血汗钱被源源不断地卷向台湾。就在 4
月 11 日，浙江丽水一位姓周的受害人又被台湾
诈骗团伙冒充公检法机关骗走 2000 多万。
陈士渠说，此次从肯尼亚押回的团伙，将按
照大陆法律的有关规定侦查、起诉和审判。他
还希望台湾方面严厉打击，在追赃上给予大陆
支持。
“因为这些钱被卷到台湾，追回来的太少，
没法向当事人、受害人交待。
”陈士渠说。
台湾代表团团长陈文琪说，针对电信诈骗
犯罪，今后两岸将继续合作、强力打击，
“在协议
基础上，
我们会有一个合作模式”
。

昨天上午，台湾代表团团长陈文琪（中）前往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参观。

台湾羁押 18 名诈骗犯罪嫌疑人
因涉诈骗，
马来西亚于15日将20名台湾犯罪嫌
疑人驱逐出境。21日凌晨，
台中地方法院作出裁定，
决定将其中18人羁押禁见，
对其余2人限制出境。
本月 15 日晚，在马来西亚涉诈骗的 20 名台
湾犯罪嫌疑人被驱逐出境，
乘机返回台北。16 日
凌晨，台警方以犯罪事证不完整且无拘票为由，
将 20 人陆续释放。此事随后引发岛内舆论一片
哗然，
各界纷纷呼吁勿容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20 日，台中地检署传唤了被驱逐回台的 20
名诈骗犯罪嫌疑人，之后以其中 18 人有串供之
虞，向法院申请对其羁押。台中地检署说，连日
来检方由马来西亚取得相关文书证据，目前足
以对相关嫌犯实施拘提等强制处分。 据新华社

四川小伙脑死亡 男子自寻短见 朋友圈晒遗言

家人想要捐献器官 两同事驱车300公里来找他
但为什么突然变卦？ 4 月 14 日中午，30 岁的阿峰在朋友圈发了 当天下午 5 点多，阿峰再次更新朋友圈：“辽
一次工地上的高空坠落，导致 26 岁四川
小伙李林头部严重受伤。几天后，他就被医
生诊断为脑死亡。家人商量后，决定捐出李
林的器官。
“ 我娃娃不在了，可是想到娃娃的
心脏还在别人的身体里跳动，就还有个念
想。
”
李林的母亲黄秀华说。
4 月 19 日，四川省人民医院接到消息后，
立即安排 9 名医生随时待命。经器官评估检
测，李林的肾脏不符合标准，但肝脏、心脏都
可以移植。考虑到心脏移植特殊性，四川省
人民医院特别联系了拥有资质的武汉协和医
院。对方出动 3 名心脏外科专家，专程飞抵
四川。
一切都准备就绪。然而当天晚上，李林
的舅舅突然提出，必须准备一个捐献仪式，并
要求当地政府官员、红十字会、媒体参加并作
报道。从遗体捐赠的惯例来说，这个要求医
院无法达到，
器官捐赠只得作罢。
为 何 捐 献 器 官 意 愿 ，会 突 然 发 生“ 逆
转”？在表达了器官捐赠意愿后，黄秀华又咨
询了四川天称律师事务所的蒋律师。家人突
然意识到，他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我
国对于死亡认定是依据脑死亡及心脏死亡两
项指标，两项指标同时满足才能认定死亡。
李林只是临床意义上的脑死亡，心脏仍未停
跳。如果要捐赠器官，需要停止他的呼吸器，
致使李林心跳停止后摘除器官，但这样做可
能会触犯刑法。
“我们不想好心做了好事后，反而给自己
带来更多麻烦。”李林的舅舅说。
据成都商报

这样一条消息：
“ 让大家失望了，在这里和大家
说再见了。”消息附有两张图片，一张是写在白
纸上的遗言，另一张是放在石头上的两瓶剧毒
农药。
阿峰在辽宁省朝阳市一家酒店打工。前一
天，他向领导请假，说要去辽阳市见女朋友。看
到朋友圈消息，同事们感到事情不妙，给阿峰打
电话，被拒接；发微信问他怎么了，他只是说和
女友分手了，
“不想活了”。
为了阻止阿峰做傻事，同事小李、小张驾
车一路狂奔 300 公里，从朝阳赶到辽阳。起初，
因为不知道具体地点，两人开车到处跑，可一
无所获。

阳胜利路，谢谢打电话的你们，让你们失望了！
电话没电了！”并发布一张照片，背景是一条很
窄的小马路，
马路边是一堵石头垒成的墙。
根据这张仅有的照片，几位热心的哥帮忙
确定了地点。小李、小张赶到后，把刚喝了农药
的阿峰送往辽阳市中心医院 ICU 病房。小李、小
张先通过阿峰的手机，找到电话号码，联系上了
他远在甘肃的家人；又通过微信众筹，5 天时间
筹集到 3 万多元，
“勉强够支付医药费”
。
18 日下午，阿峰的父亲和哥哥终于赶到医
院。医生介绍说，由于服用农药导致有机磷中
毒，
目前阿峰仍未脱险。
据辽沈晚报

NASA直播出现马蹄形不明物
画面突然中断……
17 日，美国宇航局（NASA）网络直播国际空 澄清，该机构绝对没有故意切断直播。另外，这
间站（ISS）画面时，视频中意外出现一个不明物 种视频信号中断是一种常见现象。
“空间站经常
体。它的样子像个马蹄，看上去还在移动。然 会超出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系统（TDRS）的信号
而，画面突然蓝屏，直播中断，一小时后才恢复 传输范围。地球与空间站之间传输视频、声音、
信号。恢复后的画面中，距离太空站稍远处有 遥测数据都要靠 TDRS 系统。当信号中断，我们
一道白光。
就会看到蓝屏或是预先设置好的画面。”
不少观看直播的太空迷认为，这道白光就
NASA 负责人还告诉英国《每日邮报》，
“不
是先前出现在视频中的不明物体。有人怀疑事 明物体”可能是某种光的反射。空间站窗户、航
有蹊跷，NASA 可能故意中断了直播。他们甚至 天器本身、来自地球的某束光，都可能反射成为
还翻出旧账：此前发生过很多次，视频中出现不 “不明物体”。类似情况，专家在太空实验室收
明物体，
然后被 NASA 掐掉。
到的照片、视频中已经见怪不怪了。
20 日，NASA 发言人塔芭莎·汤姆森向媒体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