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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巴工煽今
「按章」 紅隧口恐排長龍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殷翔）職工盟
再次以市民的福祉為談判籌碼，其轄下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早前宣佈今日發起
「有限度按章工作」工業行動，抗議運
輸署「單方面」修訂《車長工作指
引》，保留 14 小時最高工時 。除了
「埋正站」和不超載外，還會拒絕乘客
攜帶超過規定的大型行李上車，更恐嚇
稱會派員觀察，倘發現車長有超載等行
為，會要求警方跟進。聯盟聲稱會有三
四千名車長參與行動，紅磡火車站將成
「重災區」，或引至乘客大排長龍。

恐嚇派員觀察 稱「違例」即報警
運輸署呼籲巴士車長在爭取任何勞工
權益的過程中一定要理性和克制，以市
民的福祉為依歸，盡力維持良好的巴士
服務。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會

密切留意交通情況，有需要時會聯絡警
方及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作出適當安
排。
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主席施民偉恫嚇，
會採用觀察的做法，如發現車長有違反
法例超載等行為，不排除有拍攝等的形
式，有需要時會要求警方跟進處理。
他強調，已預先向車長說明有關做
法，相信車長不會以身試法。倘運輸署
及巴士公司仍未回應工會訴求，工業行
動會照舊進行。
並非隸屬職工盟、擁有逾千名車長會
員的九巴僱員工會昨日亦宣佈會參與
「有限度按章工作」工業行動，市民上
下班時需及早作好準備。
九巴僱員工會主席郭志誠稱，其工會
決定只參加「埋正站」和不超載兩項行
動，以降低對乘客的影響。工會呼籲會

員們參加行動，但均以自願為原則，
「『埋正站』和不超載是法例所要求，
但司機為方便乘客，長期不能按例執
行，一旦被檢控，卻要檢控司機，很不
公平。其實真的按章工作，上落客順暢
很多，未必是壞事。」
九巴僱員工會聲稱，運輸署被巴士公
司誤導，因巴士公司回覆署方稱，早晚
高峰期特別更司機最高工時或長達 14
小時，若取消特別更司機，則需多聘請
1,600 名司機輪更工作，大大增加營運
成本。
他們稱，根據工會的計算，只要將特
別更司機由早上 7 時至 9 時 05 分五個時
段依次上班 ，完全可實現 12 小時工
作，且照常運行特別更，毋須另聘司機
或僅需增聘小量司機。
郭志誠稱，長期疲累駕駛很危險，早

■九巴僱員工會宣佈參加「有限度按章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不可能立刻睡覺，哪有充足休息時
間？」
他 們 在 要 求 最 高 工 時 12 小 時 的 同
時，還要求今年全體員工加薪 12%及月
薪車長最低月薪 23,000元，以追上其他
重型車司機的薪金水平。

前造成多人死傷的大埔巴士嚴重車禍，
很可能就是司機疲累過度反應呆滯，一
秒沒留神就幾乎追尾，下意識猛扭軚盤
而引致巴士翻側，「駕車 14 小時肯定
會造成疲勞駕駛，加上上下班兩小時，
司機每天為工作耗時 16 小時，回家也

警破網購騙案 拘 20 人最細 16 歲
4 集團涉 185 案款項近 52 萬 揭用「傀儡戶口」收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蕭景源）警方網絡安全

網購騙案首季數字分析

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罪科）鑑於網上購物騙案首季有

涉及產品分類

被騙年齡層

聯同五大警區探員，於全港展開代號「暮雪」行動，打

演唱會門票

14歲-25歲

擊涉及網上購物的詐騙活動，行動最少破獲 4 個詐騙集

智能手機

16歲-22歲

超市禮券／主題公園門票

17歲-53歲

遊戲點數、賬戶、武器／嬰兒
服飾用品／藥品／其他

11歲-71歲

持續上升趨勢，涉及騙款高達 1,250 萬元，遂於過去兩周

團，共拘捕 20 人，涉及案件 185 宗，騙款近 52 萬元。行
動另檢獲一批電腦設備、智能電話、銀行存摺和提款卡
等。
罪科警司林焯豪昨日表示，
他們經連月情報搜集及分析
後，早前鎖定多個涉及網上購物
騙案的犯案集團，並在過去兩周
聯合五大警區，派出逾百名探員
採取突擊搜查行動，在全港多處
地方搗破最少 4 個詐騙集團，共
拘捕13男7女（16歲至48歲）。
被捕者包括 4 名集團主腦、5 名
骨幹成員，及 11 名銀行戶口或儲
值支付賬戶的持有人，全部涉嫌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被扣
查後，其中兩名主腦已被落案起
訴，其餘疑犯暫准保釋候查。

網

11歲至71歲都中招

資料來源：網罪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網上購物騙案行騙過程
8.0QFSBUJPO4*-7&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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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班警涉入屋企圖爆竊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青衣長安邨發生現役警
務人員擅闖民居疑雲。有住
戶昨晨從外返回寓所時，赫
見一名陌生男子竟坐於廳
中，於是報警；警員到場調
查，揭發被捕疑人為大廈居
民及休班警員，聲稱因見單
位門虛掩進入查看。
警方暫列企圖爆竊案處
理，正深入了解其入屋原
因。
被捕男子姓羅，32 歲，涉
嫌企圖爆竊罪名；因其警務
人員身份，案件交由葵青警
區重案組跟進。
據悉，羅投身警界多年，
現駐守鐵路警區特遣隊，家
住青衣長安邨安湄樓一單
位，有跑樓梯鍛煉習慣，其
寓所與遭入屋事主單位相距 6
樓層，雙方互不相識。
消息稱，昨晨 7 時許，涉事
單位住戶從外返回時發現大
門虛掩，入屋赫見一名穿着
黑衫黑褲陌生男子坐於廳

中，39 歲姓胡女戶主隨即報
警。
警員到場調查證實疑人姓
羅，為大廈居民及休班警
員。羅解釋剛剛跑樓梯運動
期間，因發現胡婦單位大門
虛掩，思疑發生罪案入屋查
看，但被返回住戶「當賊
扮」。
警員初步調查，雖然未有
在羅身上檢獲爆竊工具或贜
物，但因羅有涉嫌入屋爆竊
之嫌，遂以相關罪名將其拘
捕帶署扣查。
昨日下午 3 時許，重案組探
員將疑犯黑布蒙頭鎖上手銬
押返安湄樓寓所進行搜索，
並准許他更換新衣服，初步
未有發現，疑犯被押返警署
進一步調查。
警方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警隊非常重視人員
的操守，絕不容忍和姑息任
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定必
嚴正處理，進行刑事調查及
紀律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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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徒多用二手買賣網「搵食」
警方相信今次行動已成功打擊
多個有組織的本地詐騙集團，網
罪科將繼續採取情報作主導的行
動，打擊網上購買相關的犯案活
動，致力維持網絡安全。
警方提醒市民，如任何人觸犯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最
高刑罰可被監禁 10 年，另如借出
銀行戶口予騙徒使用，亦有機會
干犯「洗黑錢」的罪名，最高刑
罰可監禁14年及罰款500萬元。
根據警方今次行動破獲的 185
宗案件分析，騙徒絕大部分是透
過社交網絡平台和二手買賣網站
來接觸受害人，騙案涉及貨品類
別共有五大類，當中店最多的是
電子產品，有 73 宗；被騙受害人
主要為年輕人和學生，共佔 103
宗（見表）。

「暮雪」
行動 185 宗個案分析
8.0QFSBUJPO4*-7&34/08

情人節訂花買演唱會飛易中招
警方網絡安全
及科技罪案調查
科高級督察黃廸
奇表示，警方今年首季共接獲 632 宗個
人與個人的網上購物騙案，較去年同
期的 541 宗上升 91 宗，至於涉及的騙
款金額今年首季則有 1,250 萬元，較去
年同期的320萬元上升930萬元。
黃廸奇昨日指，騙徒覷準時機犯案
已成為趨勢，如在情人節前夕於網上
訛稱有花束售賣，可接受轉賬訂購及
送貨；有國際或本地知名歌手或樂團

0$

舉辦演唱會時，會訛稱有門票出售；
有新款智能電子產品推出市場時，則
假扮買家以高價收購，又或扮作賣家
以低價出售騙財；有名牌潮流服飾限
量版時，騙徒訛稱可代購，但在收取
訂金後失去聯絡。
他分析，隨着網購漸趨普及，不同
年齡及背景人士都有機會成為受害
人，警方分析本年首季案件中，發現
受害人年齡在 11 歲至 71 歲。除學生、
家庭主婦外，亦不乏專業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網購防騙要點

有關人等涉及 185 宗案件，共
涉 185 名受害人，年齡由 11 歲至
71 歲不等，涉及金額共約 51.9 萬
餘元。網罪科署理總督察楊韻明
表示，騙徒手法通常是假扮賣
家，在不同的網上平台聲稱有貨
品可以低於市價出售，以吸引受
害人購買，惟當事主付款後無法
收到貨物，並無法再聯絡騙徒。
受害人主要透過銀行轉賬付
款，而部分有組織的騙徒更會誘
使他人出售或轉讓銀行戶口，並
利用該類「傀儡戶口」收取及處
理騙款，增加警方調查難度。
網罪科署理總督察楊韻明續
說，今次行動破獲涉及最多受害
人的一宗案件共涉 62 人，涉款共
約 7.8 萬元。案中，騙徒在二手

網站訛稱有「搶手」的新款相片
打印機出售，並以低價作招徠，
因同類產品在初推出市面時會有
「斷貨」情況，而大批受害人回
應了騙徒的貼文，令其他人誤信
真有貨物出售，結果有人付款上
當。
網罪科連同深水埗警區探員，
最終拘捕兩名分別 16 歲和 25 歲
女子，其中一人是主腦，16 歲少
女則因借出銀行戶口用作收取款
項被捕，兩人目前暫獲保釋候
查。

■警方破獲 4
個詐騙集團，
個詐騙集團
，
共拘捕20
共拘捕
20人
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 攝


%%

 "
 
%%

■交易時不要單憑電話、電郵、銀行戶口或社交平台
戶口而相信對方身份
■便宜莫貪，留意標榜高折扣或限量貨品陷阱，應向
可信賴的商戶購買
■盡量當面交易，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有懷疑應立即停止交易
■切勿借出銀行或儲值支付工具戶口
■拒絕接受或處理不明來歷的款項
■有任何懷疑可致電18222，聯絡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
資料來源：網罪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港鐵試運行找不足 不影響 9 月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健文）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在試運行期間，發生車輪磨損情况。
港鐵昨日解釋，這是正常現象，並非高鐵獨有，
已在有關位置添加潤滑劑以作改善，車輪的質量
亦無問題，並重申試運行的目，是為了找出不足
之處預先作出應對，高鐵於今年 9 月通車的目標
並未受事件影響。
高鐵於上月 1 日起開始試運行階段，繼上月列
車在石崗車廠出軌、西九龍總站天花滴水及本月
中米埔段隧道滲水影響信號系統後，最新爆出列
車車輪在試車後出現不正常磨損。

港鐵：路軌磨損是必然現象
港鐵機電工程總管李子文昨日在記者會上解
釋，車輪與路軌同樣由鋼製成，故車輪在路軌上
運行時出現磨損，是必然現象，並非高鐵獨有，
而港鐵需在試運行期間的磨合階段找出哪個位置
需要調校、添加潤滑劑以改善情況。
他續說，有關程序已完成，效果良好，磨損情
況有明顯改善，車輪的質量亦完全符合技術要
求，並指其他港鐵路線也會出現同樣問題，但在
涉事路軌添加潤滑劑後已可改善情況。

被問到磨損涉及多少列車與車輪及在哪一路
段，車務營運總管高速鐵路李聖基未有正面回
應，只表示毋須針對哪部列車或哪個車輪有問
題，而是希望透過現時的試運行階段，預先找出
需要調整及改善的地方，讓工作人員更熟悉車站
的運作及維修工序，這亦是試運行之目標。
就米埔段隧道信號系統出現不穩定情況，李子
文重申，是由於隧道深入地底數十米，地下水壓
力大，加上新隧道的排水管積聚很多泥塵，令信
號系統受影響，經清理後問題已改善，港鐵已加
強清潔及檢查，確保行車暢順。
他續說，西九龍站天花滴水，是由於正進行修
口工序，雨水經電線槽流進天花，工程人員已將
不妥善的管道連接口做好，事故未有影響其他設
備，而西九龍站的屋宇設施非常龐大和複雜，現
時整體安裝已大致完成，正進行各種安全功能及
壓力測試。

增透明度 有事故速公佈
李聖基強調，很有信心妥善處理磨合期出現的
問題，高鐵仍維持以今年 9 月為通車目標。港鐵
並會維持高透明度，當發生不常見事故及影響開

通日期或涉及乘客安全事件，會與傳媒保持充分
溝通，盡快公佈。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田北辰接受傳
媒訪問時指出，鐵路的彎位會令車輪磨損，只能
透過潤滑劑減少有關情況，劑量不能太多或太
少，故需在試運行期間測試用量，這是新鐵路必
做的事。他認為港鐵未有主動公佈事件是可以接
受，因鐵路正常運作時，需要調校潤滑劑用量，
以減低車輪磨損。

5月24日(第18/056期)攪珠結果

4 5 7 11 12 13
頭獎：$3,722,560
二獎：$52,770
三獎：$19,200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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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注中）
（9 注中）
（417.2 注中）

下次攪珠日期：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