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有人抽水、
散播謠言甚至乘機發大
財，同時亦有不少人貢獻
自己的一分力，齊心抗
疫。10對「情人」在昨日

情人節，不去拍拖撐枱腳，而是到羅湖懲
教所，參與義務口罩生產工作。
懲教署「更生先鋒計劃」昨日在fb發帖

說：「一 pair pair 情人喺今日情人節並非
嚟食燭光晚餐，而係山長水遠走到羅湖懲

教所嘅過濾口罩生產工場做義工。」
參與活動的10對人士包括情侶檔及一對

父女檔，是「『十全十美』的組合」，
「連同其他職員義工，今年選擇以與別不
同嘅方式慶祝情人節，身體力行參與義務
口罩生產工作，令佳節更添另一番意義。
增產後約70萬個口罩，稍後交予當局預留
給政府外判清潔員工使用，協助他們維持
香港嘅公共衛生，一同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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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藥房覷準市民見「消毒殺菌」字眼就

掃貨的心理，博懵大發「疫情財」。有市民

日前踢爆有藥房企圖以生理鹽水冒消毒用

品，將產品改名為「消毒鹽水」，售25元一

支。前日，海關在旺角一間藥房「放蛇」，

發現用於清洗傷口用的生理鹽水，被人標榜

適用於洗手清潔及拖地，可能誤導市民而引

致增加感染風險，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海關拘捕藥房職員及董事，並檢獲23

支涉案生理鹽水。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一

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

年。

黑店博懵欺客 生理鹽水充消毒品
標榜啱洗手拖地涉誤導 海關拘兩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市面目前無論口罩、消毒清潔用品等都缺
貨，有黑心商人乘機以「防疫」之名，出售

不符法例規定的「抗疫」產品。近日，有網民踢爆
一間藥房出售生理鹽水，聲稱是「消毒鹽水」，更
標明適用於洗手、清潔、拖地板及消毒，網民指外
用生理鹽水只用作沖洗沒有受感染的傷口，根本無
助殺菌滅病毒，懷疑有奸商混水摸魚牟利。

僅沖洗傷口 無殺菌功效
近期加強巡查各區外科口罩及其他防疫產品的

海關，關注到有關不良經營手法，並對旺角區一
些藥房部署「放蛇」行動。前日，海關人員喬裝
顧客光顧旺角一間藥房，發現店內擺放塑膠樽裝
容器盛載標示為「0.9% sodium chloride」（氯化
鈉）的生理鹽水，每樽1,000毫升裝的售價為25
元，買5樽售價100元。
該批產品的載貨紙箱上貼出的自製單張上雖無

「消毒」字眼，但聲稱適用於洗手、清潔及拖
地，與有關產品的說明不符，涉嫌違反《商品說
明條例》。
關員隨即表露身份，拘捕30歲男店員，其後再

拘捕藥房同齡男董事，行動中檢獲23支生理鹽

水，市值約575元。海關已將檢獲的生理鹽水送
往政府化驗所進行化驗，以確定其成分及安全
性。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在營商或業務

過程中，供應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或管有已應
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作出售用途，或銷售或為
售賣用途而管有冒牌物品，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
海關提醒商戶不要趁機混水摸魚，切勿以誤導

性手法銷售商品、售賣附有虛假產地說明/偽冒商
標的物品，以及售賣不安全消費品。
海關於上月27日起展開代號「守護者」行動，

巡查各區外科口罩及其他防疫產品的零售點，截
至前日為止已經持續18天，其間出動超過1,900
人次，巡查全港零售點超過1.2萬間次。
海關呼籲消費者，於購買商品時應光顧信譽良

好的商戶，除留意店員解說外，亦要小心檢視產
品說明，並保留交易單據。市民可致電海關24小
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專用舉報罪案電郵賬
戶（crimereport@customs.gov.hk）舉報懷疑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或《消費品安全條例》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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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認
叻認唔切，
不但搞到自
己攞嚟煩，
更被質疑淨
係益返「自

己友」。香港文匯報日前收到市民C先生報料，話
自己前晚致電觀塘區議員王偉麟查詢派口罩詳情
時，問咗句「警察家屬派唔派」後，王偉麟即大發
脾氣鬧佢「你好煩」，然後「cut」線了事。佢批
評王偉麟態度惡劣地冷待當區選民，辜負市民期
望。
一眾泛暴區議員前日喺Telegram同facebook宣佈

合辦「Project R」，話派10萬個BFE口罩畀全港長
者、兒童、孕婦及其配偶，要人預先登記，但詳情完
全欠奉，並解釋話係因登記做法各區唔同，叫市民自
己留意返該區議員facebook咁話。
點樣派都要遮遮掩掩，街坊怕「先到先得」、

「遲咗得個桔」，又驚唔係「黃絲」冇得攞，自然
拿拿臨打畀議員問清楚。不過，街坊雖然諗住齊心
抗疫，不分「黃」、「藍」，但有泛暴議員就未必
咁諗。

王偉麟發癲「cut線」
泛暴議員旗幟鮮明鼓吹仇警已非一朝一夕，王偉麟

今次一聽到街坊提「警察」即發癲「cut線」，反映
泛暴派能否無私奉獻市民成疑，但成日淨係想益「自
己友」就毋庸置疑，不如學吓人哋建制派點派啦！民
建聯為解市民所急，日前將獲捐贈嘅5萬個口罩，喺
本月1號派畀各區基層市民，其間完全冇經過「篩
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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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堃泰舉辦「成本價」賣漂白水活動，被
質疑斂財。 巫堃泰fb截圖

泛暴派掠水方法層出不窮，疫
情嚴峻仍不忘食人血饅頭。工聯
會深水埗前區議員陳穎欣與南昌
關愛社社區主任夏泳迦日前在
YouTube頻道爆料，指有泛暴

派借所謂「成本價」賣漂水為名斂財，連「幾
蚊」都唔放過，懷疑是繼「中箭」借賣口罩變
呃人捐錢外又一新作。

訛稱成本價 利潤賺逾倍
夏泳迦在視頻中表示，近日有泛暴議員賣漂
水，宣稱以「成本價每公升5蚊」將覓得的漂水
轉售街坊，但她向一些餐廳求證後發現，一般餐
廳常用的化工漂水每桶20公升至30公升，來貨
價僅30元至50元。她質疑所謂「成本價」，實
質可有超過1倍利潤，「十分好賺」。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泛暴議員巫
堃泰日前在facebook宣佈舉辦「漂白水成本價
分享」活動，稱自己已先行墊支，從五金舖以
成本價買得漂水，請街坊自攜容器到場購買，
屆時以成本價每公升5元發售。
他不忘趁此向市民募捐，明言在「分享」期
間會放下一個錢箱，叮囑街坊要「自行定
價」，又說稱「希望大家自律」。雖然街坊未
必會覺得「5蚊」好貴，但若果成本價並非如
此，實在是失信於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 泛暴派經常危言聳聽，製造恐慌並動員市
民對政府不信任。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有人就借明天將有一股
寒流從北方吹到香港，謠指將「加劇病毒擴散」，令感染人數
大增。天文台前助理台長、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昨日在
一網台節目中指出，香港冬天一向都吹北風，假設「真的有
事」，「病毒空氣」一早就來港了。
由資深傳媒人羅燦、蕭潮順、葉潔馨、邱仲凌、鄭丹瑞，以
及漫畫家馬榮成合資製作的YouTube健康資訊節目「健康．
旦」最新一集訪問了梁榮武，為大家拆解近日網絡瘋傳、星期
日即將襲港的「病毒寒流」謠言。
有關的謠言指稱，明天將會有一股寒流從北方吹到香港，而

寒流所經過的區域會把帶有武漢肺炎的「病毒空氣」，從北面
帶往南面，「加劇病毒擴散」，令感染人數大增，更稱湖南、
福建、廣東和廣西省將會是下一個重災區。
該謠言「提醒」家家戶戶明天開始不要開窗，在室內也要戴
口罩，尤其是住新界北和住宅對出空曠的人更要避免所有戶外
活動，情況暫時維持至下星期二。
梁榮武在節目中踢爆：「香港冬天一向都是吹北風，疫情由
去年爆發，如果真的有事，一早便吹了所謂『病毒空氣』來港
了。加上武漢與香港距離約有900公里，根據大氣傳送擴散現
象，就算有所謂的『毒霧』，來到香港都已經稀釋了。」

專家澄清寒流播毒論失實

攬炒派諗嘢個腦
迴路真係同一般人
好唔同。今時今日
正常人都守望相
助，幫手撲口罩，

同心抗疫，最多政治上腦啲嘅，就
叫「藍絲」唔好買「黃絲」搵返嚟
嘅口罩，點知原來攬炒派係覺得任
何人都唔應該派口罩，因為要咁樣
先會令到佢哋嬲政府喎。有攬炒派
仲喺「連登」網上討論區度點名
「港獨」藝人杜汶澤、「中箭（香
港眾志）」等，話「邊個再派口罩
物資就係鬼」。杜汶澤就話，希望
「連登」網民可以適當「放下政
治」，結果？咪就係冇人聽佢講
囉。
網民「狂人筆記」前日喺連登出
post，話「第一次咁嬲自己友」，
「正常情況下，佢哋（藍絲）一世

都唔會變，因為極權政府會維穩、
照顧佢哋。但你睇下呢幾日，721都
唔夠喚醒嘅『廢老』，落街排完幾
粒鐘口罩就怒×政府。」
佢又話冇口罩就會死，當面對死

亡嘅恐懼，「有飽飯食就得」嘅藍
絲都會「造反」，所以「黃絲」派
口罩，即係用自己嘅錢幫手「維
穩」，斷送被關咗喺荔枝角嘅「手
足」做咗幾個月嘅「裝修」及「火
魔法」，又話「你嘅錢本來係可以
幫到『手足』未來生活、打官
司！」

被斥漠視「手足」鬧係「鬼」
「狂人筆記」仲點名杜汶澤、

「中箭」同啲黃店，「邊個再派口
罩物資就係鬼！」呢個網民亦提咗
口罩嘅「正確分配方法」，就係畀
黃店貴價賣畀啲客「吊下命」，或

加入「黃工會」就可以獲贈口罩
喎，呢啲咪叫「災難財」囉。
正常人都覺得咁樣諗嘢偏激，但

呢個post竟然有3,000幾人讚好，得
300幾人負評。網民「愛我-請留言」
話，啲「廢老」冇口罩就會搵返建
制派，建制派畀唔到佢哋嘅話︰
「咁下次啲廢老仲會唔會投佢票
呀？」

認衰求和無人理
喺呢班人嘅襯托下，平時激進嘅

杜汶澤竟然顯得平和，佢前日喺
facebook回應話，「你分黃藍，但係
病毒唔會分」，口罩可以阻止病毒
傳染其他人，如果一旦爆發，咩立
場都無一倖免。不過，佢似乎都唔
想得罪班攬炒派，於是呵返對方話
「明白手足嘅憤恨」，但係大家要
明白事理，適當時候要放下政治咁

話。
不過，連登個 post 依然熱烈討

論，大家一再講點樣用口罩威脅
「藍絲」變「黃絲」，甚至應該直
情病死晒啲「藍絲」佢，呢啲都係
包括杜汶澤在內嘅泛暴派種下嘅因
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 在泛暴派不斷散播的謠言
中，以針對特區政府延伸至不同部門的無理指
控最多。近日，有人聲稱從外地經空運郵遞寄
運至香港的口罩於海關囤積，對市民收貨造成
延誤，香港海關昨日再次嚴正澄清，有關傳言
純屬捏造，並非事實。
海關早前已就類似傳言，於上月28日發放新
聞稿予以澄清，惟近日仍有不少失實傳言聲稱
海關阻礙口罩進口香港。香港海關認為有必要
再次澄清，以正視聽。

發言人表示，海關於機場空郵中心的運作一
直維持正常，亦安排充足人手及查驗設備進行
清關工作：「沒有到港貨物被海關積壓，空運
郵遞及派送流程沒有被海關清關工作延誤。海
關會繼續全力配合香港郵政於機場空郵中心處
理到港郵件的流程。」
同時，海關會繼續根據風險評估和情報分

析，按香港相關法例於各出入境管制站，對旅
客、貨物、運輸工具及郵包進行清關/抽查工
作，堵截違禁品及受管制物品非法進出香港。

海關重申無阻礙口罩進港

杜汶澤煽暴惹禍 派罩激嬲「連登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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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區員」涉貴賣漂水Cap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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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榮武（左）接受鄭丹瑞（右）訪問，澄清北風不會加劇病
毒擴散。 影片截圖

■網民播歪理鬧爆派口罩者，更開名
鬧埋杜汶澤。

■涉案藥房自製單張聲稱，生理鹽水適用於清潔雙手和地板（紅
圈示），與產品說明不符。 海關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