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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万高铁瓦利尼隧道工程开工

国际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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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 日本电信诈骗

由中国中铁承建，
全长608米，
预计在一年内修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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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日拍摄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瓦利尼隧道施工现场。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瓦利尼 7 月
15 日电 （记者梁辉 郑世波）由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瓦利尼隧道工
程的开工仪式 15 日在西爪哇省瓦利
尼举行，印尼国有企业部长丽妮·苏马

尔诺出席。
瓦利尼隧道位于雅万高铁设计线
路的 95 公里至 96 公里段，全长 608
米，是单洞双线隧道，
预计在一年内修
建完成。
苏马尔诺在开工仪式现场对中国

工程承包企业在雅万高铁建设中的努
力表示感谢，并对中国队伍的专业水
平表示肯定。她表示，印尼国有企业
部将全力支持和配合项目建设，为项
目推进提供各种便利，确保项目能在
预定时间内完成。

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经理部总
经理张伟说，瓦利尼隧道的各种开工
条件优先具备，虽然不是整个雅万高
铁项目中最长的隧道，但是该隧道的
开工将会起到示范作用，给项目其他
地区的隧道施工提供经验。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雅万高铁工程全长 142 公里，连
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
隆，最高设计时速 350 公里，计划 3 年
建成通车。届时，雅加达到万隆的旅
行时间将由现在的 3 个多小时缩短至
40 分钟。

不愿再做美属地

关岛政客寻求独立公投

有骗子冒充中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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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被赋予美国公民权 但拥有的权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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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议引发争议 对美资金依赖是一大障碍
埃迪·卡尔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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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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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对退出《巴黎协定》后悔了？
法总统马克龙披露，
他与特朗普就美国“重回《巴黎协定》的条件
进行了“详细”讨论，
特朗普暗示可能改变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理查德·布兰森在美国纽约参加一
15 日披露，他日前与美国总统唐
场讨论会时说，他感觉特朗普正为
纳德·特朗普会晤时讨论了美国
退出《巴黎协定》而后悔，
“ 但愿他
“重回”
《巴黎协定》的可能性，特朗
会改变主意”
。
普称将为此
“想办法”
。
布兰森说，不少美国“企业和
特朗普 13 日抵达法国巴黎，
城市”坚定支持发展低碳能源，而
随后与马克龙举行会谈，话题涉及
美国政府却退出《巴黎协定》，这
打击恐怖主义、叙利亚问题、气候 “非常、非常奇怪”。这一决定置美
治理、自由贸易等。
国于首位而把“我们美丽的地球”
马克龙 15 日在接受法国《星
放在末位，
“显得异常可悲”。
期日报》采访时说，特朗普倾听了
布兰森建议特朗普政府逐步
他有关《巴黎协定》的意见，双方就
淘汰煤炭工业，大力投资可替代能
美国“重回《巴黎协定》的条件”进
源，帮助煤炭工人转行，如进入清
行了“详细”讨论。
“ 他（特朗普）告
洁能源行业。
“这对煤炭工人好，对
诉我，他将在接下来几个月里试着
美国好，对世界好。”
找出办法。
”
一同参加这场讨论会的美国
13 日与马克龙会谈结束后，
陶氏化学公司负责人、白宫顾问
特朗普本人也暗示可能改变退出
安 德 鲁·利 夫 里 斯 说 ，他 相 信 ，
《巴黎协定》的决定。他当时在联 “ 我 们（美 国 政 府）能 够 找 到 方
合记者会上说：
“关于《巴黎协定》，
法、重 回《巴 黎 协 定》，这 样 做 并
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让我们
非基于深厚知识，而是因为我们
拭目以待。
”
曾作出承诺。”
14 日，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 2017 年 6 月 1 日，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新华社/路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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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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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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说，一旦
当选，
将设法使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上任后，特朗普谋求废除美
国一些环境规定，
称这些规定“没
必要”
，
有碍煤矿、
石油、天然气等
领域工业发展。他还要求美国环
境保护局“重写”贝拉克·奥巴马
执政时期制定的旨在减少碳排放
的《清洁电力计划》，而这一计划
正是《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
政府作出的重要承诺。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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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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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设有专门应对诈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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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义（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警方的防范诈骗海报。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