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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到 台 湾 那 帮 电 讯 骗 子 被 抓 住
了，我们还有点安慰；现在又把他们放
了，这就是对犯罪的变相纵容包庇，实
在 太 可 恨 了 ！” 17 日 ， 电 信 诈 骗 受 害
人、67 岁的北京市民刘大娘在受访时
愤怒控诉、泣不成声。

连日来，台湾方面将自马来西亚遣
返的 20 名电信诈骗嫌疑人释放一事，在
大陆群众中引起强烈愤慨。众多深受电
信诈骗之害的受害人表示，大陆这么多
群众被骗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台湾
方面却轻易地放掉犯罪嫌疑人，如果任
由他们逍遥法外，将祸及更多无辜的两
岸同胞。

受害人控诉：
“释放嫌犯就是纵容犯罪！”

刘大娘含泪诉说了自己被骗的悲惨
遭遇——去年 11 月，她接到一个电话，
自称是歌华有线的客服，说刘大娘在怀
柔有套房目前欠费，让她报案。刘大娘
十分奇怪，自己在怀柔并无任何房产，
这位“客服”便帮助刘大娘转接到“北京
市公安局怀柔分局”，接线“民警”告诉
刘大娘，她的身份信息已经泄露，被一
个网上通缉的团伙用于犯罪活动。

惊恐不已的刘大娘在对方诱骗下，
毫无保留地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
行账号、家庭情况等信息。对方又传来
一张印着刘大娘头像的“通缉令”继续
恐 吓 。深 信 不 疑 的 刘 大 娘 急 于 自 证 清

白，却不料一步步落入圈套。
按照这位“民警”的要求，刘大娘将

自己辛苦攒下的全部 19 万元存款存入
了对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作为“安全保
证金”。然而，对方并不罢休，诱骗刘大
娘将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500 万
元卖房款也随即被骗走。

“现在，钱和房子全没了，我们连
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孩子没地方上户
口，上学也没了着落⋯⋯不但要了老太
太的命，也要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刘
大娘的女儿边哭边说，老人终日以泪洗
面、几次想自杀，要不是她及时发现，
真就家破人亡了。“即使钱追不回来，
也要看到骗子被严惩！”

另一位受害人、57 岁的江苏人张女
士也讲述了被骗遭遇：她不仅被骗走辛
苦积攒多年的 80 万元存款，还骗得她借
了 56 万元，“人差点垮了，住了两个月医
院，至今痛苦不堪⋯⋯我就是希望这些
骗子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去年 11 月至今年 2 月，81 岁的北京
市民吴先生被犯罪嫌疑人先后冒充移动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公 安 和 上 海 浦 东 检 察
院，将他和老伴儿的毕生积蓄及子女的
钱共计 232 万元骗走。

“本来已经涉嫌犯罪了，你台湾为什
么把他们放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是
违反公理的！必须对这些犯罪嫌疑人予
以严惩，绝不能放纵他们再次犯罪、危
害百姓！”说到此处，吴老双手颤抖、老
泪纵横。

嫌犯自白：
“妈妈，我不是去肯尼亚旅游的”

近日，已被遣返中国大陆的台湾犯罪
嫌疑人刘泰廷的母亲到台湾“立法院”求援，
称她的儿子“是去肯尼亚旅游的，是无罪
的”，儿子在电话中向她哭诉“我们都没有犯
罪，我们都不想被带去中国大陆，怕被冤
枉”。还有台湾媒体借此打出“悲情牌”，报道
称“焦急又难过的刘妈妈当场泪崩”，“妈妈
心碎了，泣求政府救救我们的小孩”⋯⋯

许多受害人认为，这些言论让本已深
陷痛苦之中的他们再次遭受打击。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妈妈，我去肯尼亚不是去旅游，而是

去做电信诈骗，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17 日，27 岁的犯罪嫌疑人刘泰廷在接受
审讯时，亲口承认自己欺骗了母亲。

“事实上，我去肯尼亚做电信诈骗的
事情，我妈妈并不知道。”刘泰廷详细介绍
了他前往肯尼亚的过程——

早前，刘泰廷通过朋友认识了“胖财”
（犯罪嫌疑人、台湾电信诈骗集团老板之
一）。2014 年 2 月底，“胖财”组织大家吃
饭，目的是招募人员成立公司，去埃及做
电信诈骗。“2014 年 3 月初，我到了埃及，
不过只待了一周。”刘泰廷说，因为当时

“风声太紧”，电信诈骗未开展起来。
2014 年 5 月，刘泰廷又接到“胖财”的

电话，称要在肯尼亚设窝点，并邀他同去。听
说“一个月可以轻松赚6万元新台币”，刘泰

廷马上同意前往。同年 7月，他向母亲谎称
去旅游，按照“胖财”的安排来到肯尼亚，专
门从事针对中国大陆民众的电信诈骗。

刘泰廷供述，他是整个电信诈骗集团
的电脑操作员，主要负责两方面工作：一方
面，通过百度搜索检索到大陆移动电话号码
段，然后通过软件群发诈骗电话语音，每天
发送1万-2万条；另一方面，充当电信诈骗
集团和台湾“水房”（专门为电信诈骗集团洗
钱、取现的机构）沟通的桥梁，通过SKYPE
软件与“水房”联系，向“三线”人员提供银行
账号，与“水房”确认诈骗钱款是否到账。

办案民警介绍，刘泰廷的薪酬是每月
3 万元新台币的底薪另加提成。在提成方
面，若当月“业绩”达到200万元人民币，可
提成2％；300万元人民币以上提成2.5％；
400万元人民币以上提成3％。从2014年7
月至 2014年 11月因涉嫌犯罪被肯尼亚警
方羁押，刘泰廷称自己至少拿到 24万元新
台币，并通过转账方式将这些钱转给前妻。

刘泰廷还承认，自己在被肯尼亚警方
羁押的１６个月期间，母亲每月寄给他１
万元新台币供其生活，但他一直未告知母
亲他在肯尼亚真正从事的“工作”。

“为了我的事情，她在四处奔波、四处
求救，但是她一直不知道实情。”采访中，
刘泰廷数度落泪，向母亲表示“对不起”，
并深刻忏悔自己的行为，“对那些受害者
家属，我觉得非常痛心，毕竟是他们一辈子
的积蓄，非常抱歉⋯⋯自己肯定是错了，认
识到做错事了，今后回到台湾肯定不干这
样的事了”。

“绝不能放纵这些人再害老百姓！”
——电信诈骗受害人强烈呼吁台方严惩诈骗嫌犯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电 （记 者 查 文 晔

刘欢） 肯尼亚警方打掉一个冒充中国
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民众实施电信
诈骗的犯罪团伙后，该国执法部门日前
将涉案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犯罪嫌疑人
遣返中国大陆。对此事件，多位专家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遣返做法完全合
法，台湾方面应理性、客观看待，切实
负起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责任，与大陆
方面合作维护两岸同胞的财产安全和
合法权益。

“大陆方面对此事的处理是合法、
合理、合情的。”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
副所长倪永杰说，从法律上讲，由于受
害人全部是大陆居民，按照国际刑事诉
讼的属地管辖原则，大陆方面当然拥有
司法管辖权，有权将相关嫌犯在大陆起
诉、判刑。肯尼亚将涉案嫌犯遣返中国
大陆，完全符合司法程序、符合一个中
国原则。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
长黄风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有关
刑事案件是由肯尼亚和中国大陆立案侦
查，由于嫌犯是在肯尼亚活动并被抓获，
肯尼亚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当肯尼亚
决定终止审理时，由于中国大陆还在侦
查，因此大陆有权要求肯尼亚方面提供
刑事合作，将相关嫌犯遣返中国大陆。
这是正常、合法的国际司法合作。

“对于相关嫌犯，台湾方面并未立
案侦查，因此不存在大陆方面违反两岸
共 同 打 击 犯 罪 及 司 法 互 助 协 议 的 问
题。”黄风表示，将涉案的台湾犯罪嫌疑
人遣返中国大陆，不构成任何对人权的
侵犯。大陆司法部门将严格依法对犯

罪嫌疑人开展侦查调查工作，相关犯罪
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会依法得到保障。

倪永杰认为，此前，大陆方面曾将
多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犯移送台湾方面，
但台方并未予以严厉惩治，而是轻判甚
至无罪释放。这在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活动，许多嫌犯变本加厉，成为累犯、惯
犯，诈骗金额十分巨大，使大陆居民、企
业遭受严重损失，影响十分恶劣。这一
势头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止，后果不堪
设想。

“两岸已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
助协议，双方都负有共同打击犯罪活动的
责任，尤其是对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予以严

厉打击。”倪永杰说，台湾方面应切实负起
打击犯罪的责任，与大陆方面携手维护两
岸同胞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黄风表示，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骨干
的电信诈骗犯罪非常猖獗，大陆民众受害
情况相当严重，并且强烈要求严惩犯罪分
子。如果将这些嫌犯送回台湾，他们可能
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对犯罪行为的变相
庇护，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近
年来，大陆受害人被骗钱款仅追回 20 万
元人民币，仍有巨额钱款有待追回。两岸
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工作亟待加强，希望
台湾方面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倪永杰认为，台湾社会各界应以同

理心看待此事，换位思考。“从大陆方面
披露的案情来看，许多大陆民众因受骗
而倾家荡产，甚至走投无路而自杀。希
望台湾各界能多从受害者的角度看问
题，理解大陆方面将嫌犯绳之以法的决
心，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如果任由嫌犯逍遥法外，必将祸及
更多无辜的两岸同胞。这次是大陆同胞
受害，下次很可能是台湾同胞。对犯罪
的包庇纵容，最终只会害人害己。”倪永
杰表示，对于关系两岸同胞切身利益的
事情，台湾一些政治人物不应打着“保护
人权”的旗号模糊是非，更不应借此挑拨
两岸关系。

多位专家表示：

将犯罪嫌疑人遣返大陆做法完全合法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王昀加 何

自力） 近日，包括台湾居民在内的一批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电信诈骗，被肯尼亚警
方抓获并遣返中国大陆。此事件引起台
湾媒体高度关注和社会舆论热议，相关意
见认为，台湾的诈骗犯罪危害匪浅，令人
深恶痛绝，台湾相关法规却判罚较轻，难
起遏阻效果，而大陆在这起案件中具有属
地管辖权。

台湾《联合报》13 日刊发题为《台湾诈
团 行骗天下》的报道说，台湾的诈骗集
团近几年“整批输出”，足迹遍布东南亚，
连非洲都设有诈骗机房，一路“扬名国
际”；讽刺的是，台湾司法对诈欺犯制裁始
终不痛不痒，俨然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报道说，根据警方非正式统计，两岸
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来，
台湾警方已带回 6000 多名诈骗犯罪嫌疑
人。然而，两岸惩罚诈骗犯罪的“力道天
差地别”，大陆依诈骗金额量刑，而在台

湾，此类案件诉讼旷日费时，最后多半轻
判，诈骗金额也追不回来，难收遏阻之效。

《中国时报》13 日刊登题为《台湾诈骗
集团快成全球公敌》的文章说，台湾的诈
骗犯罪在手法与技术上“独步全球”，触及
全世界，害人无数，几乎要成全球公敌。
然而，台湾法官对诈骗犯的宽容，令人“不
可思议”。

文章说，2011 年在两岸警方与东南
亚 6 国警方共同执行的“0310”行动中，缉
获台湾犯罪嫌疑人 472 人，带回台湾后声
押 167 人。但在宣判时，23 名罪行较重的
嫌犯中只有 1 名主嫌被判 1 年，其余均为
缓刑或易科罚金。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汤绍成投书《中国
时报》指出，这批台湾诈骗犯罪嫌疑人被
遣返大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被害人
多在大陆，犯案证据亦大部分在大陆，若
是让这些人回台，台湾司法机关必定无法
作为，导致大陆相关单位只能眼睁睁地让

这些人逍遥法外。
《旺报》13 日刊登的评论文章说，站在

大陆立场，诈骗案造成大陆百姓重大损
失，本该绳之以法，然而过去的经验却显
示：台湾处理这些案件经常“高高举起、轻
轻放下”，让大陆方面无法对受害者作出
交代。“台湾的民众不应忘了依法论法。”

台湾媒体援引台当局法务主管部门
表态说，被遣返大陆的台湾居民所涉案件
的被害人、证据都在大陆，大陆方面把人
带回的做法“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原则”。

文章援引台当局法务主管部门未具
名人士的私下表态说，台湾检警没有相关
事证，也没有被害人报案，若接回这些人，
很可能一下飞机就得放人。“若他们真是
诈欺犯，难道要护送他们回台继续诈欺民
众吗？”

媒体还刊登台湾法律学者的文章说，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行为地与行为人皆在
肯尼亚，其具有最优先的属地管辖权；因

诈欺对象在大陆，故大陆亦可基于犯罪结
果地来取得属地管辖权，进而具有对相关
犯罪嫌疑人的刑罚权。

台湾民众对此事也十分关注。台北
一位陈姓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台湾一些
政治人物借此事攻击大陆，其实只是“作
秀”。台湾相关法规对诈骗案件判罚太
轻，几无震慑效果，希望大陆能认真查案，
给予犯罪分子应有的惩戒。

台北市妇女会理事富春华投书《联合
报》指出，台湾出产骗子无数，岛内受害
者已不知凡几，有些人毕生积蓄或退休
活命的养老金被骗，一夕化为乌有，自杀
者无数。然而，诈欺在台湾是轻罪，无法
遏止犯罪，只能倡导不要轻信骗徒，但骗
徒花样翻新、防不胜防，现在更出口大陆
并扩及全世界，难道这是另类“台湾之
光”？当台湾自己无法阻挡电信诈骗燎
原之势时，何不让大陆代为处理，可能是
更多民众的心声。

岛内舆论批台湾司法未遏阻诈骗犯罪

本报讯 记者廉丹报道: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两岸
记者提问，就近期发生的包括
台湾居民在内的一批犯罪嫌疑
人因涉嫌电信诈骗被大陆公安
部门抓获一事介绍了情况。他
表示，每年有上百亿元人民币
的电信诈骗犯罪赃款被骗子从
大陆卷到台湾，被追回的仅 20
万元。“希望台湾方面在看待此
事时，多从受害人角度想想”。

安峰山说，据向有关部门
了解：2014 年 11 月 29 日，肯尼
亚警方在当地一民居内发现大
量涉嫌用于电信诈骗犯罪的电
子通讯设备，抓获 48 名大陆犯
罪嫌疑人、28 名台湾犯罪嫌疑
人，成功打掉一个电信诈骗犯
罪团伙。该团伙在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设立诈骗窝点，向北京、
江苏、湖南、四川等 9 省、直辖
市拨打网络电话，冒充大陆公
检法机关大肆实施诈骗，被骗
群众 100 余人，涉案金额 600
多万元。2016 年 4 月 8 日，该
国警方又抓获涉嫌向中国大陆
拨打电话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
实施诈骗的 19 名大陆犯罪嫌
疑人、22 名台湾犯罪嫌疑人。
肯尼亚执法部门经审查，决定
将上述人员中的 77 名中国大
陆和台湾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国
大陆。第一批 10 名犯罪嫌疑
人已于 4 月 9 日被带回，第二
批 67 名犯罪嫌疑人于 4 月 13
日上午被带回。两批嫌犯中台
湾犯罪嫌疑人共计 45名。

他表示，许多大陆民众深受此类电信诈骗之害。
很多老人、教师、学生、农民工、下岗工人等被骗。有的
退休老人辛苦劳作一辈子，一生积蓄被骗光，现身无分
文，处境凄惨；有的东拼西凑给病人看病的“救命钱”被
骗；有的年轻学生上大学的学费被骗。如吉林一名女
士因丈夫的死亡抚恤金被骗走而跳楼自杀，一名雄姓
菜农毕生积蓄被骗，在农业银行门口自杀身亡。有公
权力机关也被诈骗，如 2015 年 12 月，某市经济开发区
被台湾犯罪嫌疑人假冒公检法机关骗走棚户区改造款
和农民工工资共计 1 亿多元，这是迄今为止大陆被骗
金额最大的一笔。据初步统计，近年来，每年有上百亿
元人民币的电信诈骗犯罪赃款被骗子从大陆卷到台
湾，至今被追缴回来的只有 20 万元人民币。这些诈骗
行为造成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很多企业倒闭破产，给受
害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有的甚至走上绝路。受害人
对这些诈骗行为深恶痛绝。

安峰山说，《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
议》签署以来，大陆公安机关与台湾警方紧密协作，持续
打击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犯罪，取得积极成果。但同时
也应看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两岸对犯罪嫌疑人
分开处理，很多作案累累的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未
得到应有惩处，犯罪赃款也迟迟不能追缴，不少台湾犯罪
嫌疑人刚被押解回台就被当即释放，有的过了不久就再
次在国外开设诈骗犯罪窝点，继续作案。这些情况使得
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骨干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屡禁不
绝，给大陆民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
得不到有效保护，大陆民众对此表示极其不满，强烈要求
严厉打击台湾诈骗犯罪分子，追回被骗的血汗钱。

他说，由于这些不法分子在境外从事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全部为大陆居民，大陆当然有司法管辖权。况
且有关国家是我建交国。为彻底查明全部案件事实，
本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大陆司法部门将严格依法对
台湾犯罪嫌疑人开展侦查调查工作，相关犯罪嫌疑人
的合法权益会依法得到保障。

他表示，两岸有关方面已就此案进行了多轮沟
通。4 月 12 日下午，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应约同台
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通了两岸热线电话，张志军
向夏立言介绍了事件背景、相关情况及我们的态度。
另外，大陆有关方面已将有关情况通过两岸共同打击
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框架管道向台湾方面作了初步通
报。13 日上午第二批犯罪嫌疑人被带回，大陆有关方
面也及时向台方作了通报。本案今后的进展情况也将
及时向台方通报。同时，将邀请台湾警政司法部门来
大陆研商共同打击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犯罪，以进一
步密切合作，切实保护两岸民众福祉。

他表示，大陆方面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办理此案，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
全和合法权益。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有利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和两岸民众安居乐业。

他还应询表示，关于台湾犯罪嫌疑人家属探视问
题，会按照有关规程办理。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

希望台湾方面多从受害人角度想想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章利新 陈键兴） 针对
台湾警方释放自马来西亚遣返的电信诈骗嫌疑人，中
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政党和台湾各界纷纷表态，
呼吁一致谴责不法之徒，不容诈骗犯罪逍遥法外。

中国国民党 16 日发布新闻稿表示，对于台湾居民
在海外涉嫌电话诈欺，造成受害人沉重伤害，影响台湾
形象甚巨，国民党深感痛心，呼吁各界一致谴责这些不
法之徒，并尽速将其绳之以法，以正视听。

亲民党方面则表示，最近几件台湾居民涉诈骗及
遣送问题，一开始就该依法论法，“无限上纲到主权问
题，必然导致荒谬结果”，不但无法根除诈骗行为，更损
伤台湾的国际形象，“盲目抢人却连笔录都不做就放
人，无异宣告台湾是诈骗天堂”。

新党表示，此次台湾诈骗嫌犯从马来西亚遣送回
台，却因没有罪证，竟在机场当场释放，引发台湾民众
和大陆民众同仇敌忾，深觉不可思议天理难容。台湾
社会对诈骗犯罪集团多有切身之痛，普遍民意都无法
接受轻纵罪嫌，“既然台湾管不了，干脆给大陆管”更是
许多民众真实的心声。

台湾各界呼吁不容诈骗犯罪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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