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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首檢76盒冒牌HPV疫苗
圖魚目混珠醫務中心兩人被捕 衛署化驗是否含有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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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繼早

前環亞體檢集團被揭涉提供水貨子宮頸癌疫

苗，海關聯同衛生署首次破獲市面上有懷疑冒

牌九價子宮頸癌疫苗個案，於觀塘一間醫務中

心內檢獲76盒冒牌疫苗及47盒真貨，市值合

共約28萬元，拘捕兩人，衛生署已將懷疑冒牌

疫苗進行化驗了解是否含有害成分，暫未知有

多少人曾經注射冒牌疫苗，呼籲曾經注射市民

諮詢醫護人員意見。

民建聯倡加強監管執法
 &

▲海關在醫務中心檢走
一批真假疫苗。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攝

◀冒牌疫苗盒面文字跟真貨
有細微分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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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疫苗真疫苗

繼環亞體檢集團
被爆出懷疑提供水
貨子宮頸癌疫苗事
件後，對於海關與
衞生署聯合行動揭

發觀塘一間醫務中心，涉嫌提供
懷疑冒牌HPV疫苗欺騙顧客，
再次引發市民對疫苗來源的擔
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指

出，今次是首次在市面上檢獲冒
牌HPV疫苗，查獲的亦並非早
前捲入被懷疑提供水貨疫苗的醫
務中心；可見市面上的確充斥

「水貨針」和懷疑「假針」，情
況令人憂慮，促請衛生署和海關
加強執法及對疫苗來源的監管工
作，並盡快公佈調查結果，減少
市民群眾對疫苗真假的擔心憂
慮。

議員促速公佈檢驗結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兼衛生事務

發言人蔣麗芸則認為，今次事態
非常嚴重，因海關檢獲的疫苗是
冒牌，成分不明，比水貨疫苗更
為危險；希望當局盡快公佈疫苗
檢驗結果，否則隨時影響到香港

醫療聲譽。蔣續稱，涉事醫療中
心位於觀塘，過去並無內地人投
訴，懷疑該醫療中心主要接待香
港人，呼籲曾到該醫療中心注射
疫苗人士，盡早到醫務所檢查身
體。
另外葛珮帆呼籲市民，如果決

定要接種疫苗，須檢查清楚疫苗
是否已經登記，如有任何疑問，
可在衛生署辦公室網頁「香港註
冊藥劑製品」搜尋系統內，輸入
產品資料，以查閱該疫苗是否已
登記，如有懷疑就不應接受注
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被捕兩人分別為醫務中心49歲男董事及33歲男職員，
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例》中「任何人銷售或為售

賣用途而管有冒牌物品」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中「任
何人未有按照條文的規定而管有毒藥表第1部所列任何毒
藥」罪名。

中心兩保溫櫃擺放真假疫苗
據悉，涉案的信穎醫務中心，位於觀塘巧明街117號港
貿中心19樓，專為顧客提供注射服務，懷疑被偽冒的「加
衛苗9」(子宮頸癌疫苗)，屬第1部毒藥，香港只有一間指
定供應商。海關表示，該醫務中心的經營手法，是在中心
內擺放有兩個保溫櫃，分別擺放懷疑冒牌疫苗及真貨疫
苗，企圖魚目混珠。當遇到顧客對疫苗真偽有懷疑時，便
會以真貨疫苗進行注射，若顧客未有思疑，便會為其注射
假疫苗；中心為顧客注射三針子宮頸癌九價疫苗的收費
7,000多元，與市價相若，並無以低價作招徠。

顧客發現包裝有可疑舉報
消息稱，本月初一名顧客到上址醫務中心注射九價子宮
頸癌疫苗時，對疫苗藥盒的包裝感到可疑，其後發現接種
部位出現輕微紅腫，於是根據資料向有關藥廠經查詢，懷
疑有人提供冒牌疫苗，於是向衛生署舉報。衛生署接獲投
訴，因可能涉及冒牌貨問題，同時將案件轉介海關。
直至本周三（10日），海關在商標持有人協助下，聯同
衛生署採取聯合執法行動，突擊搜查位於港貿中心的醫務
中心，分別在兩個雪櫃內檢獲76盒懷疑冒牌疫苗及47盒

含有第1部毒藥的疫苗，估計市值合共約28萬元；關員以
相關罪名拘捕中心董事及職員，並檢走懷疑冒牌疫苗交政
府化驗所檢測，以確定疫苗成分。海關仍在調查案件，不
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衛生署總藥劑師陳詩濤表示，冒牌疫苗所含成分有待進

一步化驗確定，如果本身無含有相關疫苗成分，市民注射
便不會有效用；最差情况是疫苗含有害物質，可能會對接
種者的健康有影響；呼籲曾經在涉事醫務中心接種子宮頸
癌疫苗的市民如感到不適，懷疑是否需要接種或補打相關
疫苗，應諮詢醫護人員意見。此外，註冊醫護人員亦應只
向持牌藥物批發商購買已註冊的藥劑製品。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關建強提醒，消費者應

小心選擇信譽良好的醫務中心，如懷疑疫苗是冒牌貨，應
先向有關商標持有人或其代理商查詢。關又提醒醫務中
心，採購疫苗時應小心謹慎，管有冒牌物品作任何商業用
途屬嚴重罪行，須負上刑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海關
昨日公佈部分不安全玩具和兒童用品，指
出今年上半年接獲16宗有關玩具及兒童產
品有關的舉報，較去年同期多一倍。海關
上半年進行749次巡查後，共有4宗檢控
個案和42宗書面警告。海關消費者保障科
首席貿易管制主任陳國基呼籲，家長選購
玩具及兒童產品時，須留意產品上的標籤
以及產品形狀和設計是否有潛在危險，家
長在孩童使用玩具時也須陪伴在旁，留意
說明並跟足指示。

籲家長注意產品潛在安全風險
陳國基表示，相關玩具和兒童用品的投

訴一直很穩定，分別約每年10宗，今年上
半年接獲玩具投訴10宗，兒童用品6宗，
雖然較去年同期多一倍，但也處於很低水
平，屬正常波動。海關公佈這批不安全玩
具及兒童產品個案，是由於暑假進入購買
兒童用品高峰期，希望家長們注意哪些產

品有潛在安全風險，尤其別購買那些有尖
角、鋒利邊緣、過大縫隙、活動細繩等不
安全產品，以及無質量證明、無生產廠
商，無生產日期的「三無」產品。
陳國基指，海關於去年在鰂魚涌一家玩

具連鎖店查出一款不符安全標準嬰兒車，
束帶過長超安全標準，嬰兒有機會於車上
掉下，此外沒有同時鎖死四輪的設計，停
車時有機會滑動，於是進行檢控。去年12
月法庭判罰玩具商6.6萬元罰款，是過去
12個月的最高判罰，並沒收全部23件產
品，合共7.9萬元。
去年海關查獲兩款女童吊帶泳衣，上衣

是活動環狀吊帶。按國家兒童衣物安全規
定，不可以有活動繩索設計，避免勒頸窒
息風險，於是檢控批發商，法庭於6月判
處兩名批發商合共7萬元罰款。
海關並於鰂魚涌一家玩具連鎖店查獲兒

童沙扒套裝，當中的膠鏟形狀可以完全封
住兒童口鼻，不符安全標準，法庭於今年

6月判罰玩具商1.3萬元，
沒收全部183件產品，價值
逾2,000元，。
海關去年於尖沙咀一個

零售商查獲一批繫繩過長
奶嘴形牙膠，有機會勒住
兒童脖頸造成窒息風險，
法庭去年3月判罰零售商1
萬元。今年5月海關於銅鑼
灣查獲一批多功能騎乘行
李箱，穩定性不足，兒童
騎上去有機會翻側，案件
調查當中。海關還於長沙
灣一玩具店檢獲一批聲浪過大木琴，敲擊
時可產生110分貝聲音，而敲擊棒過於細
長，兒童有機會塞入口中造成窒息，法庭
於今年5月判罰玩具商8,000元罰款。
海關今年3月查獲一批玩具槍，射出的
彈頭容易脫落，可能會被兒童吞咽造成傷
害，防護眼罩邊緣過於尖銳，槍身上彈拉

栓有過大縫隙，有機會夾住兒童手指，案
件正在調查中。按兒童用品安全標準，放
置電池需有明顯正負極標誌，要有明確合
用電池警示。海關去年分別在深水埗和沙
田查獲一批發光棒和燈籠，不符上述安全
標準，分別於去年10月判罰8,000元，及
今年4月判罰5,000元。

海關半年接16宗兒童產品舉報 年升一倍

■海關公佈部分不安全玩具和兒童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為拒
「港獨」勢力入侵議會，選舉管理
委員會早前提出於區議會選舉引入
「確認書」制度，供候選人簽署聲
明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香港
特區，並就此諮詢公眾。商業電台
日前指收到一名聽眾稱，在工聯會
上跳舞班時獲導師派發並要求簽署
的一份文件，細看才發現是支持區
選引入確認書制度，批評工聯會誤
導。工聯會昨日澄清，了解後得悉
事件僅屬屬會興趣班組導師作出的
個人呼籲，但重申工聯會支持參選
人應簽署確認書，對有意圖抹黑和
炒作的所謂「指控」表示遺憾。
選管會早前提出修改「區議會選

舉活動建議指引」，當中包括於區
議會選舉引入「確認書」制度，並
就此展開為期1個月的公眾諮詢至本
月10日。有市民日前在商台一個節
目上稱，日前在工聯會上跳舞班
時，獲導師突派發一份聲稱是用作

支持政府的文件並要求簽署。惟她細看才發現
是支持區選引入確認書制度，她並無簽署。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表示，經了解後得悉

有關課程並非進修中心的課程，而是屬會興趣
班組導師作出的個人呼籲。但她強調，工聯會
對選管會根據現行法例的規定而作出「要求參
選人簽署確認書」表示支持，亦屬工聯會立
場，「我們認為參選人必須尊重和維護憲法及
基本法，因為這是基本公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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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今
年文憑試12名狀元中有9人透露從醫
志向，其中4人表明心儀中大醫學
院。港大及中大醫學院近日被指各自
出招搶尖子，港大醫學院在放榜日致
電多名學生，邀請他們參加簡介會，
介紹多項津貼及獎學金；中大醫學院
亦被指曾致電狀元，提及免學費事
宜。
兩院舉動有機會違反聯招規定，港

大醫學院回覆是基於公平原則而向所
有合資格申請人交代獎學金詳情；中
大醫學院強調這段期間沒有任何教授
和應屆文憑試學生接觸，辦公室職員
在放榜後接到入學查詢，只回應已公
佈及已公開的資料。
消息指，港大助理院長孔繁毅在放

榜日（10日）致電多位學生，邀請
他們翌日（11日）到港大出席簡介
會，介紹包括免學費、免宿舍費、海
外交流津貼等相關獎學金。
有狀元則表示前日接獲中大醫學

院電話，其間提及免學費相關事
宜。
根據大學聯招辦事處規定，為確

保公平及公正，本月10日至13日改
選期間，9所「大學聯招辦法」參與
院校及SSSDP「資助計劃」院校需
暫停提供任何有關課程選擇的建議
或輔導，包括面試、直接與申請人
電話或電子通訊、選科輔導、與申
請人正式／非正式聯繫等。
中大醫學院發言人回覆本報查詢

指，鄭重強調院方沒有任何教授在這

段期間和應屆文憑試學生接觸，而院
方辦公室職員在放榜後接到有關入學
查詢，只回應了已公佈及已公開的資
料，有關資料可在網上查閱。
發言人並強調，中大的獎學金資料

非常透明和公開，沒有需要在放榜後
特別安排講座或參觀給個別學生。院
方從沒有打算利用獎學金招徠或吸引
學生，認為這種利誘會傳遞一個非常
不正確的訊息，給學生錯誤的價值觀
和樹立壞榜樣。
港大醫學院發言人指，放榜後有個
別報讀港大內外全科醫學士學生，就
獎學金資料作出查詢，以供他們與其
他院校提供的獎學金作比較。
院方基於公平原則，決定向所有合

資格申請本校獎學金的申請人交代獎
學金詳情，避免他們掌握不同資訊，
並沒有主動爭取申請人更改志願或爭
取他們報讀本校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跑馬地天
主教墳場揭發盜墓案，
已故影星尤敏與丈夫合
葬的骨灰龕遭破壞，墓
碑砸毀，兩夫婦的骨灰
盅被盜，警方列作盜竊
案，交由灣仔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六隊追查盜墓
動機，暫未有人被捕。
揭發案件的為一名姓

高(46歲)男子，他昨午1時許到跑馬地黃泥涌
道天主教墳場的骨灰龕拜祭先人時，發現原名
畢玉儀的尤敏、與丈夫高福球合葬的骨灰龕碑
石遭人用硬物砸毀，內置的兩個骨灰盅及一串
唸珠被竊。高姓男子向墳場管理員了解後決定
報警。警方到場調查，證實未有其他骨灰龕遭
破壞，暫列作盜竊案跟進。現場所見，遭盜墓
的骨灰龕前暫置有一盆鮮花，龕內空無一物，
砸毀的墓碑有待日後處理。
原名畢玉儀的尤敏生於1936年8月19日，
父親是粵劇名伶白玉堂，任劍輝是其表姑。
1952年因外貌出眾被邵氏相中當演員，自取
藝名尤敏。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瑩）香港動漫電玩
節2019將於7月26日開鑼，Sony Interactive Enter-
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 昨日宣佈今年再度參
展，於會場設立6個主題展區，並推出一連串購物優
惠。今年更增設PS4® Pro升級優惠，首500名進行
網上登記的PS4®機主能得到額外200港元折扣購買
PS4® Pro。
PlayStation® 展區分為6個主題區域，包括首度於

亞洲展出的《Final Fantasy VII Remake》、 《Mon-
ster Hunter World: Iceborne》冰極狩獵、Marvel's
Iron Man VR 等遊戲體驗區，以及Dead Stranding
主題攝影區，並首次於香港展出遊戲主角的等身雕
像。同場亦有PS4® 及PS VR 遊戲試玩區，展出近
19款遊戲試玩。以及PlayStation® 舞台，邀請日本遊
戲製作人、聲優及網絡紅人上台與觀眾會面及互動。
在優惠方面，每日首100名於會場購買PS4® 及
300名購買PS4® Pro主機的顧客將獲贈600元折扣，
購買PS VR 連攝影級套裝的首100名則獲贈800元折
扣。

■已故影星尤敏。
資料圖片

PS再戰電玩節 設6主題區試玩

兩大醫學院 疑偷步搶生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東鐵九龍塘站發生墮軌事件，一名
男子昨午疑趁列車入站突躍下路
軌，列車收掣不及將其撞倒捲入車
底，消防花半小時將其救出，惜送
院終傷重不治，警員在現場檢獲遺
書，調查後初步相信無可疑，列作
自殺案跟進。受事件影響，東鐵列

車服務受阻約1小時。
案發於昨午約2時，東鐵線一列

往紅磡站方向列車正進入九龍塘
站月台，車長突見一名男子自月
台跳下路軌，車長急煞車，但列
車仍將其撞及並捲進車底，車長
立即通知月台職員及控制中心報
警。

老翁九龍塘站跳軌捲車底亡

■多款最新遊戲供試玩。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假疫苗假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