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全 城 鬧 「 口 罩

荒」，騙徒利用市

民無罩心慌的焦慮

發「疫情財」，社

交平台冒出大量賣口罩的群組和專頁，即使「先收錢後發

貨」風險高，市民仍不惜一博，結果付錢無貨兼賣家失

蹤，警方累積接獲301宗網售口罩騙案，涉款110萬元。

其中一個名為「日本直送藥妝達人」兜售日本口罩的

facebook專頁，成為近日網民聲討目標，逾千人共被呃20

萬元。警方前日拘捕兩名男子涉詐騙，不排除有更多人被

捕。

警搗賣罩網騙 千人失財廿萬
累接301宗個案涉款110萬 兩男落網或更多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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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開廠製罩 最高日產10萬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

應對口罩荒，工聯會決定自行生產口
罩。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昨日表
示，口罩廠房的籌設工作已接近完
成，有望於下周開始以半自動機械生
產，估計日產逾3,000個、月產10萬
個口罩，首批產品將免費送贈給長
者、基層家庭，又透露全自動機械最
快可於3月底投產，屆時將可日產10
萬個口罩。

何啟明陳婉嫻視察工場
何啟明表示，有見口罩價格貴得
離譜，基層難以負擔，工聯會決定
自行為街坊生產。上月30日，他和
一群製衣工會義工閒談間，大家都
表示生產口罩的工序簡單，可以自
己生產，工聯會遂將計劃付諸實

行，並於隔日即邀請專家搜羅有關
機器和物料。
雖然供應緊張，幸工聯會有完善網

絡，從物料到人才都逐一解決，目前
士氣高昂，大家都齊心一致，要打好
這場仗。目前，工聯會已在大埔工業
邨覓得防污染廠房生產口罩，無塵區
裝修已接近完成，並已購得所需材
料，有關機器下星期便可完成裝置。
何啟明昨日與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

嫻視察口罩工場，其中無塵工作間已
經接近完成。何啟明在影片中表示，
製造口罩需要一個無塵工作間才符合
標準，「咁樣造出嚟嘅口罩先會令大
家用得放心。」

蕭翠芳：暫分兩更生產
他在影片中補充，工聯會在內地工

廠找來現有製衣機改裝成口罩機，兩
者運作原理相近，改裝機器為半自動
生產，工會亦已安排人手幫助趕製。
團隊成員、製衣服飾從業員協會副

主席蕭翠芳表示，會員反應踴躍，紛
紛表示想出一分力。目前廠房計劃設
一條半生產線，分兩更制，每更由約
8名至10名工友協助，到全自動生產
後就可減少人手。

陳鄧源促發展醫療產業
另一名團隊成員、工聯會副理事

長陳鄧源表示，隨着大家對衛生要
求不斷提高，口罩、醫療防護衣等
已成重要物資，特區政府應思考是
否有需要推動相關產業發展，以提
供穩定的供應，減輕對其他市場的
依賴。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40歲和33歲，
涉嫌利用「日本直送藥妝達人」

facebook專頁行騙，該專頁在上月下旬
在社交平台非常活躍，因專頁貼文聲
稱有日本的醫療用口罩，並以50元一
盒、以「良心價」自居，着買家直接
過數到兩個指定戶口，戶口持有人分
別姓李和姓黃。
有人其後在社交平台稱因存貨有
限，每人限購兩盒，大批網民趨之若
鶩，但付款後都無法收到貨，查問賣
家也不獲回覆。有人就聲稱因「柯
打」多人手不足為由拖延回覆，到2月
5日更刪除專頁，但在刪除前聲稱2月

8日有貨到，但自此電話也關掉。

大批苦主開群組蒐證報警
大批苦主在社交平台踢爆騙徒惡

行，並設立「口罩騙徒舉報區」收集
證據及集體報案，截至2月8日統計到
損失共19萬餘元。警方大嶼山警區助
理指揮官（刑事）常俊傑昨日表示，
多名市民向警方報案指，他們於1月29
日至2月5日期間，透過網上社交平台
向一網上商店購買口罩，並通過銀行
轉賬共約20萬元。他們其後未有收到
相關貨物，亦未能聯絡上有關店舖負
責人，懷疑受騙遂報案。

警方經調查後相信案件涉及逾千名
受害人，重案組探員在網罪科協助
下，追查到騙徒的身份，前日（12
日）分別在油麻地及大嶼山拘捕兩名
男子，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兩
人現正被扣留調查。行動中，人員檢
獲一部電腦、兩部手提電話及一些銀
行文件。調查相信有人盜用網上口罩
圖設專頁呃人，其實根本無能力供
貨。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

督察蕭政廉表示，發現近日有大量人
士於不同社交平台售賣口罩。截至2月
12日，警方共接獲301宗有關網上社交

平台購買口罩的騙案，涉及總金額約
110萬元。警方至今共拘捕10男2女，
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欺
詐罪」。
警方呼籲市民如欲購買口罩，應選
擇信譽良好的平台。網絡安全及科技
罪案調查科會協助調查，並作出即時
情報分析及統籌，全力打擊相關騙
案。市民如懷疑受騙，請致電「防騙
易」熱線18222查詢。
根據香港法例，詐騙行為觸犯香港

法例第二百一十章盜竊罪條例第十七
條「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最高
刑罰為監禁1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早日擊
退新冠肺炎疫症，香港各界持續熱心捐
贈。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近日向中國華僑公
益基金會捐贈160萬元，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會則捐贈100萬元，全數用於支援
內地防疫第一線。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港僑聯）會長黃楚

基、首席主席余國春、主席王欽賢等首
長，於12日到中聯辦，並在副主任譚鐵牛
見證下向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捐贈160萬
元，由其轉贈內地所需單位，用於防控疫
情。
自疫情發生後，港僑聯即向僑領和僑團

發出《為打贏「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
阻擊戰捐款倡議書》，獲得了僑界的熱烈
響應，在中國僑聯副主席余國春、盧文
端，中國僑聯常委黃楚基等帶領下，香港
僑界首長、僑領、企業家及眾多基層僑
友，通過不同方式和渠道向內地省市等疫
情嚴重地區有關機構、僑聯及特區政府捐
款捐物。
本月初，香港僑界的一些僑領已分別向

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福建等內地有
關單位，捐贈數額200萬元的善款及醫療

物資。

余國春40萬口罩贈港府
面對香港口罩需求殷切，余國春向特區

政府推介印尼供應商的渠道，並循此向特
區政府提供了40萬個口罩；黃楚基收購一
批口罩送給各常董、會董；王欽賢購得幾
萬個口罩，贈送基層僑友、校友、前線義
工，及急需的貧困僑界長者；香港華僑華
人總會（僑總）會長陳進強購得幾萬個口
罩，分別派送包括印尼駐香港領事館、香
港中印商會、香港僑總、香港僑友社、印
尼香港愛群社、香港印尼棉中校友會等僑
團。
余國春及黃楚基更安排了數百本《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護讀本》送給會董及
各團體會員。

閩希望工程捐百萬挺鄂
另外，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徐

志誠本月11日與榮譽主席林志勝丶楊自
然，主席洪頂擁丶顏麗婉、劉蔚然前往中
聯辦，遞交100萬元捐款，通過中聯辦轉
交湖北省有關醫院，支援當地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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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遞交100萬
元支票，通過中聯辦轉交湖北省有關醫
院。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在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左五）見證下，向中國華僑公益基金
會捐贈160萬元。

「中箭（香港眾
志）」日前高調賣口
罩，結果就連環出
事。繼聲稱自行負擔
運費但轉頭籌錢後，

竟然又出現瘋狂扣數、甚至買唔到口
罩都扣人數嘅離譜情況。噚日大批苦
主就喺「中箭」facebook留言話明明
只係買一盒口罩，最終俾人扣咗成10
次錢，又因為「中箭」早前講明「重
覆（複）購買者，『眾志』有權不作
退款」 ，好多人質疑自己係咪「被
捐款」。喺一片聲討中，「中箭」發
帖補鑊，將責任推晒畀第三方支付系
統，又話可能有人對佢哋網站有「惡
意或攻擊行為」喎。「中箭」聲稱預
計一星期後會向苦主退款，大家記住
睇實筆數啊。

一罩三種價 其實係籌旗
「中箭」賣一次口罩，就整出N個

是非。初初聲稱「自行負擔巨額運
費，不公開募資」，轉頭就設3種價
格「籌錢」，俾人鬧完一大輪，先發
現自己網頁負荷唔到花式賣口罩，所
以最終先用返最平98蚊一盒出售。不
過，好多人就發現根本唔係98蚊一
盒，因為佢哋少則俾人扣咗兩次錢，
最多就俾人扣咗10次，變咗天價買口
罩。
「Marine Juggler」 就話佢個低收
入朋友就俾人扣咗7次錢，「不如明
碼實價！捐款唔緊要，以（𠵱 ）家好
似被人呃錢咁唔知想點！」「Arthur

Chan」就揶揄話︰「唔係呃錢。㩒
（撳）錢啫。」「AY Yeung 」就擔
心信用卡資料被盜用，「驚不斷收到
SMS話授權左（咗）」。
雖然係咁，都有盲撐嘅支持者聲稱

「核爆都唔割」，自稱被扣錢10次嘅
「吳寶力」就話「報警實比（俾）
『藍絲』笑到面黃，」佢感謝團隊搵
到口罩，聲稱「make in china（中國
製造）都冇問題架（㗎）」，但都忍
唔住口話：「甘（咁）即係比（畀）
多左（咗）有冇得退錢啊，捐款唔緊
要啊，但我赤貧戶，唔想捐 10 個
$98，2個$98都負擔到既（嘅），希
望諒解退到8個$98 。」

盲撐者竟叫人咪計較
「KA Fai Li 」仲覺得大家理應被

「呃錢」︰「黃之鋒經常幫我地
（哋）香港人去『抗爭』，可唔可以
將原則暫且放下，少少錢可以幫到你
嘅將來甚至乎係你嘅下一代，何必斤
斤計較。」
呢啲論調當然俾好多人恥笑同反

駁，「Kinki 」揶揄︰「今次（黃之
鋒）又可以買層樓。」「man ka
yeung 」就話︰「比（俾）人呃完仲
幫個騙徒搵埋藉口自我安慰。」
可能真係會有人覺得98蚊一盒口罩

算平，但到底係咪成本價呢？翻查嗰
款口罩資料，喺美國賣緊10盒20.9美
元（約162港元）至29.99美元（約
233港元），平均每盒16.2 港元至
23.3港元，而同款口罩仲同泛暴派區
議員劉家衡噚日免費派發嘅係同一款
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中箭」賣1盒罩竟扣10次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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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苦主在fb投訴被「中箭」多次
扣款。 網上圖片
◀有網民製惡搞圖聲討「中箭」。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全城口罩供
應緊絀，傳聞有黑心醫護濫用政府口罩，甚至
偷竊口罩。警方亦發現近日網上有人收購懲教
署生產、印有「CSI」字樣的口罩，惟CSI口
罩在疫情發生後，主要提供給政府部門使用。
警方昨日表示，未知有關人等的收購動機為
何，倘發現有人違法會主動跟進，並提醒市民
倘購買來歷不明或盜竊得來的口罩，購買者亦
有可能干犯盜竊罪或處理贓物罪。
懲 教 署 工 業 組 （Correctional Services

Industries）為本地主要口罩生產者，只提供衛
生署、食環署及消防等政府部門使用。在新冠
肺炎肆虐期間，泛暴派在網上廣傳稱有人出售
印有「CSI」字樣的口罩，並據此質疑口罩去
向。
懲教署早前澄清，自疫情發生後，沒有將其

生產的CSI口罩提供給政府部門（包括非政府
機構）以外的機構，並全數供應政府物流署，
主要給予前線衛生署和其他部門人員使用。
近日，有人在網上以每盒300元至500元收

購CSI口罩，有拍賣網更以400元出售50個
CSI口罩。警方昨日表示，這些廣告並不尋
常，因為懲教署在疫情發生前，曾向不同非政
府機構提供口罩，有弱勢社群使用CSI口罩不
足為奇，但警方若發現有違法行為會嚴肅處
理。

或涉干犯盜竊處理贓物
警方並提醒市民，倘購買來歷不明或盜竊得

來的口罩，購買者亦有機會干犯盜竊罪或處理
贓物罪，一經定罪可判監14年。市民若有疑
問，可致電「防騙易」熱線18222查詢。
政府發言人則表示，公職人員如被發現盜取

口罩，政府會依法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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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苦主在fb群組踢爆騙徒惡行。
fb截圖

■騙徒聲稱以「良心價」出售口罩。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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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中出）近日向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贈送
1萬多個口罩。工會主席陳兆華指，自疫情爆發
以來，的士司機收入大減一半，建議政府為的士
開放禁區，並協助司機到專用氣站免費入氣3個

月，同時呼籲各大車行暫時減半車租。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昨日在位於灣仔、油

麻地和元朗會所，向屬下的士司機分會會員，按
早晚更共派發1,800個籌，並向持籌號者每人派
5個口罩。
發起活動的中出會長林龍安表示，的士司機

每日要接載很多不同乘客，若沒口罩開工，就要
面對很大的健康風險。他指，商會早前從國外訂
購45,000個口罩經已全部派發，未來會繼續全
球搜羅，只要有貨源就會派發有需要人士；同時
亦將發動從事各行各業的會員，保障各類日常用
品和食品的正常供應，助基層渡過難關。
陳兆華感謝中出的捐贈，直言自疫情爆發以

來，的士司機收入大減一半，再加上車租等支
出，如果扣除成本，每日可能都「零收入」，甚
至會蝕本。他建議政府為的士開放禁區，並協助
司機到專用氣站免費入氣3個月，並呼籲各大車
行暫時減半車租，助行業共度艱難時刻。

中出逾萬口罩贈的哥

■林龍安向的士司機派發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