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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網購陷阱問題，海關發言
人提醒消費者必須保持警惕，
光顧具信譽的商戶，切勿輕易
相信在可疑網站或社交平台的
購物廣告。

海關：3年檢控13宗個案
自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底，海

關接獲涉及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
網購貨品舉報後，共開立24宗調查個
案，當中13宗成功檢控。在成功檢控
案件中，被判罪成人士及商戶分別被
判罰款1,000元至54,000元，當中1名
罪成者被判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餘下案件經調查後，7宗未有足夠證

據違反條例，1宗個案由商戶簽署承諾
書不再重複涉嫌違例事項，另3宗海關
正在跟進中。
發言人稱，《條例》是禁止商戶
對消費者作出某些不良營商手法，
包括就服務作出虛假商品說明、誤
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

為，以及不當地接受付款，即屬違法，最高
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
至於消委會方面，會方去年接獲網購的投

訴較前年升逾20%，達至近4,000宗。而今
年1月至6月則有2,477宗，去年同期只有
1,581宗。其中有關「貨到付款方式購物」
的網購投訴，今年首兩個月達32宗，較去
年同期僅1宗高出逾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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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王志民電唁田家炳先生

慎防誤墮網購陷阱！

網購投訴日益增加，惟

本港並未如內地、台灣及英國等地有立法

規定網購須提供冷靜期。在欠缺周詳保障

下，消費者一不小心，隨時墮入網購陷

阱。本報記者就綜合個案發現，蠱惑網店

常以「免費送」、「貨到付款」、「限時

購買」等字眼利誘落疊，當消費者發現貨

不對辦，卻無法聯絡網店。以下三種網購

陷阱，大家應多加留意。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網購蠱惑招 利誘「食貴deal」
標榜「免費」掠運費「偷龍轉鳳」送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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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 電
田家炳基金會:

驚聞田家炳先生仙逝，深感悲痛。
田老一生熱愛國家，關心民祉。他信奉「中國的希望在

教育」，不分畛域，不圖回報地資助教育事業。他秉持
「至真至誠，身體力行；修身立品，推己及人」，悲憫天

下，澤被後世。惟願田老琴聲長伴，風範永存。
請轉達對其家人的深切慰問，望節哀順變。
肅此電達。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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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對於網購仍未有立法規管。
消委會今年4月發佈《倡議設立強
制性冷靜期的研究報告》，當中提
及到現時網購未有法律定義，又常
涉及跨境交易，當中的法律和執法
問題非常複雜，故只建議為電話、
傳真及郵購等遙距交易設立強制冷

靜期，但不包括網購。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網購雖

與實體店的買賣經濟活動相近，同
樣可透過小額錢債方式追討，但網
購較複雜，因較難追尋負責人的資
料，「Whatsapp對話、電話號碼、
銀行過數戶口等都可以成為證據，

但在驗證真確性時就有難度。」
內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於

2014年生效，惟港人到內地網站網
購均不獲有關法例保障。法例指網
購的消費者有權於收取商品後的7
天內無理由退貨，只須負擔退貨的
運費。

執法存限制 難設冷靜期

陷阱一：免費送錶？ 運費自付
網上交友平台常出現一些標榜「免費送」產品的

帖子，更設置倒數計時器、點讚量、瀏覽量等，營造
出搶單的氣氛，只要輸入個人資料，貨件就會「免
費」送上門，惟當速遞員派件時卻出示單據要求收件
者繳付介乎數百元至上千元的運費。
一名母親日前就在網上發帖表示：「阿女剛才喺
IG（Instagram）見到有免費送手錶，跟着入了電話、
名，電郵和地址，然後手快按了確定。家收到封電
郵話5日至6日會寄到府上，到時要畀125歐元運費
（即約1,135港元），咁請問家點算好呀？」
她指，當獲悉事件後，已嘗試聯絡該網店惜失

敗，「個網址根本入唔到去，想回覆話唔要份件，
電郵又話唔可以回覆。」她隨後再在IG尋覓有關
帖子，卻已經「被消失」。

陷阱二：貨到付款？ 冒牌上門
「貨到付款」是另一常見網購陷阱的心理戰術，

令買家減低戒心，在收到快遞包裹時付錢拿貨，但
拆開後發現貨不對辦，甚至購入假貨。
有女網民近日在討論區留言：「喺一個網站買咗
件BB用品，網站相係一件正版貨品，又係貨到畀錢
速遞，後來收貨時畀錢簽埋名，之後先拆件貨睇，
係一個（件）大陸（內地）冒牌貨！」
她即致電速遞員指貨件有問題並要報警，幸對
方願意退錢及回收貨品，而有關網站亦已關閉，
惟她事後仍收到另一速遞公司致電將會再送貨，
她立即拒收。
早前亦有帖子聲稱以一折價錢出售英國製的座地
無葉風扇，標明「貨到才收款」。當買家收物時，
卻發現是如同玩具的山寨版。該批消費者懷疑賣家
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聯絡近百名疑受騙買家
向海關報案。

陷阱三：登記購買？ 年費硬食

在沒有知會下收取顧客年費。有網民早前於網站
購買鞋子，其後收到手機短訊通知，指其信用卡被
該網店扣除約200元，她致電網店查詢，對方指她
在網站輸入資料時，剔選了註冊為會員，故會按條
款收取每月會費，惟她指其網頁沒有顯示相關條
款，加上不少購物網要求會員註冊，所以才不以為
然申請。而不少網民亦在討論區提到，曾在外地購
物網試用一次免費快遞服務後，卻在信用卡被自動
扣除會員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暑假將
至，不少學生開始四處尋找暑期工，賺取
零用錢及增進工作經驗。一些針對青少年
的暑期工騙局亦再度活躍，不少人因求職
心切、又缺乏求職經驗，容易墮入騙徒陷
阱。青年民建聯（青民）昨日到保安局請
願，要求加強打擊暑期工求職陷阱。
青年民建聯主席、觀塘區議員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胡綽謙，與十餘名青年
民建聯成員昨日發起請願，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柯創盛到場聲援。
顏汶羽指，青年在面對陌生的招聘方式

及程序下，稍一不慎會招致金錢損失，甚
或欠下巨額債務，故青年在尋找暑期工
時，須保持高度警覺。同時，政府有關部
門，如勞工處及警方，宜加大力度宣傳防
範，並打擊不法的暑期工求職陷阱。
青民告誡青年需注意多個常見的求職陷

阱，包括層壓式推銷術、徵收不合理費用
或盜取個人資料、以機票及食宿誘騙到外

地做短期工作等。

高薪誘推銷 游說借「財仔」
層壓式推銷術十分普遍，有些傳銷公司

標榜「人工高、無須經驗」以招攬青年應
徵，惟青年在面試時因缺乏求職經驗及身處
陌生地方，易被游說以信用卡透支或轉介至
財務公司借貸，購買昂貴產品或貨品，並進
行每層分佣的售賣工作。當青年無法售出這
些產品時，就要承擔巨額款項損失。
青民續指，有些公司會以招聘暑期工或

短期工作為名，在面試時向青年收取各項
費用（如行政費或訓練費用等） ，或誘
騙青年先付費報讀公司課程，在過程中獲
取身份證或信用卡等個人資料，利用相關
個人資料圖利。

呃錢報進修 套私隱圖利
騙徒亦會誘騙青年求職者進修或加入會

籍並簽署文件，有些公司會發佈虛假招聘
廣告，騙徒會在面試過程中套取求職者個

人身份證，並指出求職者欠缺有關空缺的
入職條件，繼而誘騙他們簽署文件以進行
課程進修或要求加入會籍等。
有些公司會以各種不同名義，透過提供

機票及食宿等誘騙青年求職者到外地工
作，例如到東南亞、南美、中東等地方，
其間安排他們攜帶違法物品出入境，主要
涉及毒品。

身份證跟身 勿輕言繳款
青民提醒青年，應徵暑期工時，須小心

檢查合約內容，不要隨便簽署任何文件、
繳交款項及交出個人資料文件，亦不應將
個人資料文件，如身份證或信用卡等，容
許任何人帶離視線範圍。
青民強調，正當的招聘公司不會要求求職

者預先繳付任何費用，因此一定要問清楚收
取款項的用途。青年在首次求職時，應參與
多次的大型招聘會，以汲取經驗為主。具規
模的招聘會，對參與僱主或公司有一定的審
核資格，青年誤墮求職陷阱的機會較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繼早前有
傳媒揭發，新鴻基地產屋苑Grand YOHO
的打樁工程導致西鐵元朗站有架空天橋橋躉
出現沉降最少20毫米後，運輸及房屋局副
局長蘇偉文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披露，輕鐵
天榮站發展項目亦因沉降問題需停工。負責
天榮站項目的新鴻基地產確認，該項目因天
榮站臨時月台出現輕微沉降，已暫時停工，
以配合港鐵公司要求。

運房局立會上自行披露
蘇偉文在立法會大會上回應議員質詢時

表示，現時港鐵鐵路保護區內，受沉降監察
的工程有64宗，當中56宗涉及重鐵線附近
工程，另外8宗涉及輕鐵線附近工程，其中
輕鐵天榮站項目亦因沉降，工程需要停工。
政府發言人昨晚回應指，政府一直把鐵

路安全放在首位，相關政府部門及港鐵均
有嚴謹機制，要求擬在鐵路保護區內進行
工程人士，定期監察工程對附近鐵路構築
物的影響，並適時提交報告，以助有關部
門及港鐵監察，並在有需要時要求項目的
註冊建築專業人士跟進，包括進行更頻密
監測量度，甚或停工。

發言人表示，目前因類似沉降而停工的
個案有兩宗，分別有一宗涉及西鐵線元朗
站高架橋橋躉，以及一宗涉及輕鐵天榮站
月台。因應兩宗個案，港鐵及相關政府部
門在知悉監測結果後，已採取相應行動，
足證有關監察機制發揮應有效用。

屋宇署證安全未受影響
就天榮站個案，發言人指出，港鐵已根

據機制將事件通報屋宇署，屋宇署亦已確
定月台結構安全未受影響。機電工程署亦
已覆核港鐵的路軌監測數據，確定鐵路狀

況沒有受相關工程影響，該段路軌符合安
全標準並正常運作。屋宇署及機電署會繼
續密切監察情況，確保鐵路設施結構和鐵
路運作安全。
發言人強調，輕鐵天榮站的鐵路設施結

構和鐵路運作安全。但因應公眾關注，政府
各部門包括屋宇署及機電署正與港鐵檢視同
類事件的溝通及資料發放安排，以提高透明
度。
新地回應指出，天榮站前期工程一直進

展順利，完全符合有關政府部門規定，相
關輕鐵路線的運作一直安全，服務未受影
響。他們會繼續監察情況，並與港鐵及政
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以確保工程不會影
響鐵路服務安全。

輕鐵天榮站現沉降 發展項目暫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加
強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規定所有安置
所都需領有牌照，發牌條件之一為經營
者是否已經繳付地價，但需要融資應付
繳付地價的安置所因為未獲發牌照而被
金融機構拒絕借貸申請，政府昨日宣佈
會向符合一系列的條款和要求的私營骨
灰安置所負責人提供分期繳付地價方
案，協助他們滿足申請牌照要求。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生效約一
年，政府接獲不少意見反映，私營骨
灰安置所經營者因為未能確定會否獲
發牌照而難以向金融機構借貸，有關
問題亦令他們無力繳付地價，影響牌
照申請。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通過，
向擬申領牌照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提供
只限於未售龕位的分期繳付地價方
案，政府會按最近一份財政預算案所
公佈的財政儲備投資回報率釐定利
率，上限為當時最優惠利率加 2%
（P+2%）。
政府為免受違約風險的影響，將規定

私營骨灰安置所營辦人在有關牌照下，出售或
出租龕位的數目不得多於按土地契約已繳付分
期地價的相應龕位數目。政府亦可基於營辦人
違反契約條款的理由收回骨灰安置所的土地，
如果營辦人拖欠繳款會構成違反合約責任，營
辦人有法律責任向政府清還所有未繳款項。

引機制限定租售龕位數
地政總署亦會加入管制機制，在修訂契約上
訂明每期分期繳付地價下可出售或出租的龕位數
目上限，而每期准許出售或出租的龕位數目均
等。在任何情況下，私營骨灰安置所獲准出售或
出租龕位的累計數目不得超出已繳付十足地價總
額的龕位總數。
不過，獲批准分期繳付地價的私營骨灰安置
所並不會自動獲發牌照。政府發言人強調，發牌
委員會依然會嚴格按照城市規劃、土地用途、建
築物及消防安全、處所使用權、環境保護及人流
及交通管理等因素個別考慮每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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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工多陷阱 青民請願促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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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民向保
安局請願，
要求打擊暑
期工陷阱。

■有網友指其女兒參加網店的贈送手錶遊戲，惟事後被索千元運費。
網上圖片

■有女網民指在網站購買了BB用品，貨到付款卻發現是冒牌貨。
網上圖片

■有帖子以平價出售座地無葉風扇，被網民發現貨不對
辦。 網上圖片

▲「免費送」、「限時購買」等字眼常出現在網店的宣
傳。

◀網上購物陷阱處處，貨到付款隨時中招。

■王志民發
唁電悼念田
家炳。

中聯辦
網頁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7月10
日上午，香港知名企業
家、慈善家田家炳在港逝
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向
田家炳基金會發出唁電。
唁電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