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騙局再現 20人中伏失600萬
稱零風險回報高派一次息即消失 工聯助苦主集體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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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廿多名苦主組成的「投資理財
苦主大聯盟」昨晨到荃灣警署

報案，麥美娟聯同荃灣區議員葛兆
源、社區幹事黃思鴻、陳安妮、陳
詠彤及一眾苦主遞信予警方，促請
警方盡快徹查事件，將騙案主謀繩
之以法，避免更多市民受害。

聲稱日息高達0.56%
苦主之一、大聯盟發言人杜先生是
退休人士，以積蓄維持生計，他表示
去年5月初透過朋友認識涉案公司中
介人周小姐，對方以社交媒體微信游
說他加入投資計劃。
周小姐聲稱其公司的投資項目「有
賺無蝕、回報高又保本」，公司老闆
是金融投資專家，業務覆蓋多個行

業，更聲稱是一間上市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日息高達0.56%。杜先生於
是按指示到銀行轉賬28.8萬元到兩個
銀行戶口，過程沒有簽署任何合約。
杜先生續說，入數後兩天，杜先

生收到中介人的通知，聲稱因為公
司發展太快，日息計劃已被取消，
並稱若他聽從公司安排，兩個月內
會將之前投資的廿多萬元還清予
他，並會多付5%利息。同時再推銷
另一個為期一年、3%月息的計劃，
杜先生遂追加投資10萬元。杜先生
表示，知道有其他苦主投資了30萬
元，為期18個月，聲稱月息最高有
5%，每月有1.5萬元，比起銀行回報
高好多，所以好容易誤墮陷阱。
之後投資公司續向杜先生推銷另一

種虛擬加密貨幣，聲稱是以比特幣為
藍本，數年之間升值以百倍計，未來
日本及外國網上賭場都會以此作結算
貨幣，還聲稱該貨幣數月後會上市。
在疲勞轟炸式推銷下誘導杜先生又分
兩次追加10萬元投資。
結果杜先生除了在去年6月份收取

了一個月為數3,000元的派息後，再
找不到該公司中介人。本月初該投
資公司發出手機短訊通知，指公司
已搬遷到另一地址，但有受害人多
次致電無人接聽，到新地址上門查
看卻發現公司已易名，多番追討投
資不果。杜先生的本金連利息，合
共損失72萬元。杜先生與20多名受

害人組成「投資理財苦主大聯盟」
向麥美娟求助。

麥美娟盼加強公眾教育
麥美娟表示，接獲20多名苦主求

助，年齡介乎31歲至80歲，大多為
退休長者及家庭主婦，損失總額估
計約600萬元，當中被騙最高金額的
受害人，被騙取84萬元。麥美娟
說，單是過去半年至今，其辦事處
已處理55宗與投資騙案有關的求
助，涉款超過1,500萬元，擔心未來
有更多同類騙案。她期望政府加緊
調查，加強公眾教育，讓巿民有基
本的投資知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揭露投資陷阱，總涉款

近600萬港元。工聯會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於上月初接獲

逾20名苦主求助，指由2017年下旬起疑被一間投資公司及中

介人騙財，大多數苦主最初以人傳人形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被邀

加入注資，聲稱投資派息計劃「保本無風險、回報高」，但及

後卻停止派息。當他們追討本金時，投資公司就轉而推銷其他

投資項目，迫使擔心一無所有的受害人繼續投資，結果一直無

法追回款項。麥美娟昨日陪同苦主到荃灣警署集體報案，促請

警方盡快介入徹查事件是否涉及詐騙，避免有更多市民誤墮騙

局。

當漂白水含有的次氯酸鈉
與鏹水所含的鹽酸混合下，
會產生氯氣，人體接觸氯氣
會感到眼鼻刺激不適，最初

輕微徵狀包括流眼水及喉嚨痛，但一旦吸
入過量高濃度氯氣，可導致哮喘發作及併

發肺積水，嚴重甚至可以死亡。
專家指出，正確使用鹽酸及漂白水進

行清潔的方法，應先用鹽酸進行清洗，
再用水將鹽酸清洗後始使用漂白水，切
勿兩者同時混合使用，以免產生氯氣或
引致中毒危險。

兩者混用產氯氣 吸入過量可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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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
光）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昨晨疑有
清潔員工誤將兩種不同清潔液體混合
下，引致釋出刺鼻難聞氣味，兩名救
生員吸入不適，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及消防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初
步無可疑，列作「工業意外」處理。
兩名男事主，分別為61歲姓張及62
歲姓黃救生員，兩人因吸入刺鼻氣體感
到不適，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清潔工誤將鹽酸溝漂白水所致
現場為香港仔黃竹坑道180號香港
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消息稱，昨晨約
9時，3名外判清潔員工在酒店後勤地
區補充泳池清潔劑時，誤將兩桶鹽酸
與漂白水混合，引致釋出刺鼻難聞氣
味，兩名正在泳池泵房工作的外判救
生員疑吸入感不適，於是報警，由救
護車送院治理。
大批警車及消防車趕至封鎖現場調
查，其間四周散發一陣難聞氣味，消
防員需要佩戴防護裝備將兩桶懷疑涉
事化學液體搬到空地。消防員在開喉

戒備下，初步檢查證實是鹽酸與漂白
水，懷疑清潔員工誤將兩種液體混合
引致產生氯氣，事件無可疑，酒店毋
須疏散，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
收隊離去。
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接受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發生事故的後勤地
區遠離泳池及其他公眾地方，消防員
已作調查；為進一步確保賓客安全，
酒店泳池暫時封閉以作詳細檢查，酒
店其他運作不受影響。發言人強調，
酒店重視客人、員工及外判公司員工
的安全，一向提供充足的安全指引，
酒店會與外判公司溝通加強外判員工
的監察及培訓。
根據網上資料，香港海洋公園萬豪

酒店，於2015年動工興建，2018年
10月竣工，屬四星級酒店，佔地約
17,044平方米，提供471間結合現代
設計和自然風格裝飾的客房及套房。
酒店以海洋為主題概念，設施包括主
題餐廳、近1,200平方米無柱式酒店
宴會廳、海底世界互動熒幕、礁湖主
題游泳池、水療及健身中心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
新界北總區與東九龍總區前夜分別在所
屬區份通宵進行反非法賽車及反酒駕行
動，發現5車輛涉非法改裝，逾百輛汽
車超速，另有6名司機涉嫌酒後駕駛被
捕。警方表示會繼續加強針對性執法行
動打擊相關罪行。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第二

隊人員，前晚開始於區內進行代號「火
炬」（FOSSINGTON）的反非法賽車
行動。至昨凌晨約1時15分，在大帽山
荃錦公路一帶發現5輛車輛懷疑曾被非
法改裝，全部扣查作進一步檢驗。另又
向3車輛發出欠妥車輛報告。
東九龍總區交通執行及管制組特遣隊

及巡邏小隊警員，昨晚10時起亦進行
反非法賽車、及代號「QUICKCHAS-
ER」的反酒後駕駛行動，在區內多個
地點設置流動呼氣測試中心及路障，共
向498名司機進行隨機呼氣測試，當中
6名男司機（28歲至57歲）未能通過測
試，涉嫌「酒後駕駛」被捕。所有被捕
者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3月上旬向警
方報到。
另外，警員亦數碼雷達偵測到124輛

車輛懷疑超速，稍後將向有關司機發出
告票。而「隱形戰車」亦出動偵測到有
9車輛懷疑超速，1輛私家車在觀塘繞
道違反交通規例，已向司機發出告票。
警方呼籲各駕駛人士，酒後駕駛及超

速駕駛是嚴重罪行，一經定罪，可能會
被判處監禁和停牌。
警方會繼續加強執法行動以打擊相關

違例罪行，保障市民安全，各駕駛人士
切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繼
去年初元朗一名小學女生在校內食墨魚丸鯁
喉，昏迷送院搶救26日不治；前日黃大仙竹園
南邨再發生男童食牛丸意外鯁喉窒息昏迷，送
院命危；警方列作「有人暈倒」案處理。
男童事主姓周，12歲，因牛丸鯁喉引致窒息昏
迷，送院需轉往深切治療部搶救，情況危殆；周
童的家人接報趕至醫院，憂心不已。
消息稱，前日(22日)下午約5時，周童在竹園
南邨榮園樓對開進食牛丸期間，疑不慎鯁喉引
致窒息，未幾不支倒地昏迷，由57歲姓戚大廈
女保安員發現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救治。
事後警員到場調查，初步調查無可疑，聯絡男
童父母到場提供資料助查。
急症室專科醫生表示，若有人進食時發生鯁
喉窒息昏迷，首3分鐘至5分鐘是救人黃金時
間，否則事主會因缺氧引致腦部細胞死亡，或
會變成植物人，所以旁人除盡快報警外，同時
應立即為事主進行急救，嘗試將事主身體稍微
傾前，再從後熊抱用手臂向其胃腹施壓嘗試令
堵塞物吐出。但醫生提醒，切勿嘗試伸手指入
事主喉嚨挖出食物，因可能會將食物進一步推
入氣喉，令情況更嚴重。
去年1月18日早上10時許，元朗佛教陳榮根
紀念學校一名8歲小三女生周希琳，在學校小
賣部買墨魚丸進食期間疑不慎鯁喉昏迷，由救
護車送院搶救，在深切治療部與死神搏鬥26日
後，終告不治。事後有關學校小賣部已停售墨
魚丸及檢討食物安全。

海園酒店泳池洩異味 兩職員不適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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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昏迷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名大懵汽車經紀開車前將
盛有 21萬元利是錢的袋放在車
頂，車行至窩打老道時跌在路
面，稍後折返大部分已被途人拾
去，警方憑車Cam鎖定7名男女
曾拾錢，正追緝各人下落。警方
提醒市民，拾遺不報可能觸犯盜
竊罪。
大懵跌錢男子姓張、35歲。據

悉是汽車經紀，他於上月31日農
曆新年前，準備一批 500 元及

1,000元面額的新鈔用作封利是，
全部共值21萬元的新鈔用一個袋
子盛載。當晚9時許在九龍城延文
禮士道登上座駕前，將袋暫放車
頂，與友人談話後忘記取回便開
車離開。
事主座駕駛至窩打老道時，錢

袋跌在路面，他將車駛至尖沙咀
目的地時，才驚悉失錢報警。而
跌錢期間，有其他駕駛者車Cam
拍到有途人撿拾散滿一地鈔票，
稍後亦報警處理。警方在跌錢現

場僅撿回萬餘元現金，其餘相信
已被人檢去，暫列為盜竊案，交
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未有人被捕。
警方經翻查車Cam及附近閉路

電視，初步已鎖定有6男1女市民
曾拾錢，現正追緝中。警方表
示，任何人就案件有任何資料提
供，請致電與調查人員聯絡。警
方提醒市民，拾遺不報可能觸犯
盜竊罪，根據香港法例，觸犯盜
竊罪最高可判監10年。

利是錢袋放車頂 大懵男跌21萬

香港仔發生路陷事故。昨凌
晨3時許，業勤街近黃竹坑道一
個地盤對開被發現路陷，馬路
出現一個約6米長、4米闊及逾
3米深的大洞，一直伸延至行人
路邊，幸未有造成受傷。警員
及消防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
初步相信因水土流失引致路
陷，需要封路進行緊急維修，
其間附近一帶食水及鹹水供應
暫停。

水務署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事故中兩條同為6吋直徑的食
水及鹹水管需要暫停供水，已安排水
車停泊業勤街為市民供應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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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踢爆投資騙局涉款數百萬元，20多名苦主集體報案，麥美娟促警方
介入徹查。

■■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昨有清潔工誤將兩種不同清潔液混合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昨有清潔工誤將兩種不同清潔液混合，，釋出釋出
難聞氣味難聞氣味，，兩名救生員不適送院兩名救生員不適送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新界北總區反非法賽車行動。 警方供圖

下次攪珠日期：2月26日(星期二)

2月23日(第19/022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921,500 （2注中）

三獎：$94,510 （52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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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