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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生呃167人買口罩被捕
警兩月接獲614宗騙案涉逾2400萬元 數千人「求罩心切」中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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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黨區員賣貴罩 街坊斥「發國難財」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口罩

供應緊絀和「天價」口罩的

現象雖有緩解之勢，但市民

「求罩心切」未有放鬆，在

社交平台紛落訂購罩，近日付錢收不到貨的個案漸浮現。警方自疫

情至今已收到逾600宗報案，其中有一宗個案涉數十至百人，受害

人達數千人，共涉款2,400萬元。警方連日來追捕口罩騙徒，並拘

捕至少20名騙徒。其中一名中六男生，在網上騙167人買口罩，又

騙取友人的銀行戶口收贓款，前日被警方拘捕。

騙徒發疫情財騙案日見嚴重，受騙市
民遍及全港，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

罪案調查科統籌各區刑事部門予以打
擊。兩個月來，警方已接獲614宗網上
口罩騙案，涉案金額逾2,400萬元。
過去一周，警方連破至少5宗案，涉

及200名受害人。在目前接獲的報案
中，每名市民被騙金額由百多元至14萬
元不等，全部涉在社交平台購買口罩，
騙徒收錢後即失去聯絡。

「借艇割禾」網上騙匯款
大埔警區前日拘捕一名18歲中六男
生，共騙走167名市民約6萬元買口罩
錢。警方在本月2日接獲報案，稱上月
透過網上廣告發現有人聲稱有口罩出
售，一盒50個口罩售100元，遂以200
元購買兩盒，但賣家要求經銀行轉賬至
指定戶口付款後，一直未能收到口罩，
多番追問下，賣家更失聯。
警方調查後，於前日下午在旺角以
涉嫌「串謀詐騙」罪名拘捕一名18歲
中六男生，並揭發其用來收貨款的銀
行戶口也是騙回來的。原來騙徒以
「借艇割禾」手法，向朋友商借千多
元應急，再以銀行過數還款為名，向
朋友索取其銀行戶口號碼； 當口罩買

家向該戶口匯錢後，騙徒再向朋友聲
稱還款時「轉多咗錢」，要求朋友從
戶口將多出的款項歸還，而其朋友對
案件全不知情。

男子社交平台呃近50人
警方早前並接獲多人報案指，由上月

29日至本月5日期間透過網上社交平台
購買口罩，並以「轉數快」或二維碼方
式轉賬，涉案金額約兩萬元；但事後未
能收到貨物及聯絡賣家，思疑受騙報
警。昨日下午約1時，港島總區重案組
人員經調查在旺角拘捕一名28歲本地男
子，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最
少涉46名受害人。行動中，探員檢獲疑
犯手提電話等證物。
大埔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莊成逸
警司表示，一直有留意坊間口罩供應的
情況，無論市場供應情況如何，市民仍
需提高警覺，慎防被騙，並提醒市民切
勿將個人戶口借給其他人使用，特別是
當發現戶口內有不明來歷或不清楚的賬
項時，應盡快聯絡銀行了解。
他並提醒市民購買口罩時，應透過有
信譽的實體店或網上店購買，切勿購買
來歷不明的口罩。遇有懷疑，可致電警
方防騙易熱線18222查詢。

疫情當前，高價口罩令
基層嗌救命，但就有唔少
人乘機發「瘟疫財」。元
朗區民選議員、白鴿黨區

議員黎寳華（程太）日前喺facebook售賣
團購口罩，本以為係施惠於民，但佢以40
元五個高價售賣，仲要一人限購一包，得
返100人可以買到。好多街坊鬧佢炒價、
發國難財，揶揄佢是否喺黑心藥房訂貨，
而當初有份投佢一票嘅選民就食緊後悔
藥，強調下次棄票都唔投畀佢。同時，身
為民主黨葵青區議員嘅尹兆堅，亦被質疑
高價賣「國產搓手液」俾街坊「呃錢」。
黎寳華情人節早前喺facebook發帖送
「驚喜」，話「現因購買海外口罩，都
會遇到好多困難」，為了確保盡快到
貨，加上團購數量不多，所以在採購
時，使用特快速遞，價錢上可能有點
貴，又要求各位見諒。

網民揶揄「黑心藥房訂貨」
唔怪得佢短短兩行字集中解釋價錢。
仔細睇佢售賣價格詳情發現，佢聲稱以
「成本價」出售5個一包、每包40元嘅
墨西哥產三層口罩，每人限購一包，仲

只可以賣畀瑞愛區嘅100名街坊。
帖文一出，罵聲一片，「Hoi Tung
Yik」話：「咁貴！咁同出邊（面）藥房買
有咩分別？」「Sammy Lee」揶揄佢：
「你響黑心藥房訂貨？」「Yan Lo」就直
指「在旺角藥房一樣炒價」。「York Lei」
說：「講多句，人地（哋）卓悅打開門口做
生意，5個KF94都係賣39蚊，你5個外科
手術口罩賣40蚊，好唔好意思？？？」
「Macy Pmw」坦言「舊屋邨多老人，

唔係人人負擔得起，失蹤咁耐就係搵d
（啲）咁嘅口罩返嚟幫居民？勁！」
「Pak Kin Chan」質疑：「民主黨收甘
（咁）多捐款，自己貼錢都唔過份（分）
la（嘞） ma（嘛）。」「Yong Zhang」
鬧佢「發國難才（財），正××。」

選民：下屆棄票都唔投你
好多疑似之前有份投票選佢做區議員

嘅人都覺得冇眼睇，「Karson SD Yu」
就話「終於浦頭啦，選完唔見人。有得
揀都唔投你，真係無下次。」有人就將
佢跟同地區嘅其他泛暴派議員比較，
「Louis Louis」話：「點解同為天瑞區，
點解你同林進差咁遠。人地（哋）冇辦

事處我都係（喺）天瑞見過佢，你
就……」「Jim Cheng」亦指：「點解你
隔離區瑞華冇政黨嘅林進都搵到$1/1
個，你成個政黨係後面 support 都搞成
咁……」
「Yanyan C Chow 」講得最直接：

「下屆棄票都唔投你。」「Ella Wong」
話：「隱世議員，妳堅離地噃，瞓醒未
呀，妳對吾（唔）對得住妳的選民呀！」
希望啲選民記得佢哋喺你最需要嘅時候嘅
表現，下次投票時醒醒定定呀。
尹兆堅日前亦學人「提供」抗疫物資，

更煞有其事咁搞預售酒精搓手液，講明要每
人限購兩隻，好似飢餓營銷。不過，有網
民就發帖質疑佢販賣35港元一支嘅搓手液，
不單只係「國貨」，更高於喺淘寶搵到嘅疑
似同款產品：淘寶售價僅為5支48人仔（約
每支11港元），並質疑佢「用藍色國貨搓
水（手）液去向黃色經濟圈」、「呃錢」。
「Jessica MA」留言話「惠康同360大
把（酒精搓手液），返晒貨」，仲話見
到藥房都好多貨，並附圖貨架標籤29.9
元一支。「Kwok Keung Chan」更狠
批：「奸商立法會議員呃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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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海關繼
揭發有無良藥房以生理鹽水冒稱「消毒
鹽水」牟利，再揭發有藥房出售以含劇
毒的甲醇冒充乙醇（飲用酒）製造的消
毒酒精。海關昨日突擊搜查目標藥房集
團辦公室及共20間分店，檢獲174支懷
疑附有虛假聲稱的消毒酒精及拘捕7
人。海關呼籲市民立刻停用該款消毒酒
精（見圖），倘商戶有出售該款消毒酒
精應即時下架。

近百元一支 甲醇量逾半
海關早前接獲舉報，並派人到屯門一

間藥房「放蛇」，以98元價格購買一支
消毒酒精，發現該消毒酒精樽身標示成

分含有75%乙醇，但經政府化驗所檢驗
證實乙醇含量低於0.1%、甲醇含量則超
過52%。
海關在得到檢測報告後，再突擊該藥

房集團位於屯門區辦公室及遍佈全港共
20間分店，檢獲174支懷疑附有虛假聲
稱的消毒酒精，將會交相關部門進一步
化驗成分。
根據資料，甲醇有與乙醇（飲用酒）
非常相似的氣味，但甲醇是工業用酒精
主要成分，一般用作溶劑、防凍劑、燃
料。衛生防護中心指工業酒精含有雜質
甲醇，可透過消化道、呼吸道或皮膚攝
入，引致中毒，嚴重可導致失明及死
亡。

海關檢含劇毒消毒酒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疫情令
人畏懼，人心的涼薄更讓人驚恐。公民黨
深水埗區議員劉家衡日前多次發表冷血言
論，先是在facebook宣稱不會把口罩派給
「藍絲與狗」，昨日又聲言「為慶祝肺炎
制警惡除警姦之喜」而派發口罩，「希望
下次可以推出武警肺炎滅門套餐」。香港
文匯報記者就此向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及黨
魁楊岳橋查詢是否代表公民黨官方立場，
前者在記者再三追問下稱「藍絲與狗」相
關言論不代表官方立場。至於會否要求劉
家衡收回言論及致歉等詢問，兩人在本報
截稿前均未正面答覆。
劉家衡日前在facebook發帖宣稱，幾日
來不斷有所謂「藍絲阿哥阿姐用帶有『大
陸鄉音』嘅廣東話打嚟講晒粗口」，批評
他「暴徒做咗議員連口罩都唔派」，又稱

「話派口罩唔應該分黃藍」。劉家衡就聲
言，「我再重申一次，藍絲與狗，唔會獲
派口罩」，「我喺得facebook派罩，就梗
係畀自己友先啦！」

楊岳橋未有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先就劉家衡不派口

罩給「藍絲與狗」的言論向梁家傑查詢是
否代表公民黨立場。梁家傑先是聲稱不清
楚事件，要了解一下先。記者再三追問，
並申明劉家衡確實在facebook有相關言論
後，梁家傑回覆指，相關言論「當然不是
公民黨官方的立場」。當記者追問是否會
要求劉家衡刪除或澄清言論時，他則以
「我了解下先啦」做答。
其後，記者將劉家衡相關帖文的截圖通

過WhatsApp發送給梁家傑，並再次詢問

相關言論既然不是公民黨立場，是否會要
求劉家衡收回言論及致歉，梁家傑就「已
讀不回」。
記者又就此事查詢楊岳橋的看法，對方

則稱需要了解下情況，並要求記者昨晚九
點後再次致電。惟記者屆時再次致電楊岳
橋，對方則不接聽電話。
劉家衡昨晚又再發涼薄帖文，該帖文

以「慶祝武警肺炎計劃」為題，揚言
「為慶祝肺炎制警惡除警姦之喜，家衡
再為大家提供成本價外科口罩！」又宣
稱「希望下次可以推出武警肺炎滅門套
餐，每少一隻狗，就多N個口罩可以畀
市民用，小學雞數學題大家都識計。」
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通過WhatsApp形

式向梁家傑、楊岳橋兩人查詢相關言論是

否代表公民黨立場，並會否要求劉家衡收
回言論及道歉，並附上相關言論的截圖，
惟至本報截稿前，梁家傑繼續已讀不回，
楊岳橋亦未有回應。

區員毒語辱民 訟黨拒不致歉

■中六男生涉口罩騙案被警方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海關展示所檢獲懷疑虛假聲稱的消毒酒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劉家衡fb發表辱警言論。 fb截圖

■ 黎寳華日前在fb售賣團購口罩，被街坊狠
批「發國難財」。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泛暴派嘅維多利亞社區協會、灣仔
區議員李永財日前同「國難五金」
合作賣高價口罩，結果好快俾人發
現並鬧爆佢哋食水深，結果佢取消
咗活動，叫「國難五金」見財化
水。於是乎「國難五金」連同好友
喺網上連番狙擊李永財同埋所有質
疑佢哋價高嘅人，希望轉變輿論方
向，將啲錢拿拿聲收入囊中。
李永財日前俾人發現同「國難五
金」合作，原價三百幾、炒價都不
過四嚿水嘅3M嘅防毒面具加埋濾
棉組合式濾毒罐要賣成500蚊，結
果好快俾人發現並鬧爆佢哋食水
深，結果係匆匆刪帖當冇事。有市
民喺李永財其他帖文下追問佢，以
後仲會否同恐嚇要起市民底嘅「國
難五金」李政熙合作。李永財才無
奈回覆稱，就事件敏感度不足致
歉，又稱手法有改善空間，但就未
有正面回覆市民提問。

夥老友死撐價錢「合理」
今鑊見財化水，「國難五金」老

細李政熙嘅老友、自稱「公民記
者」嘅「白影」就出帖發爛渣，死
撐價錢「合理」，仲批評李永財等
人「被人×兩句就受唔住壓力，點
出黎（嚟）行……被人×兩句就頂
唔順，呢班完全唔適合做代議士同
涉足政治」喎。
「國難五金」喺兩個鐘後都喺

facebook聲言：「營商的本質就是謀
財，價格隨着需求及供應不足而上升
是必然的事。」但同時又咬死自己定
價「合理」，叫啲人去深水埗及新填
地街走一趟了解市場價格。

「國難五金」仲大鬧：「我一直以來有以這
場『革命』的理由要你們奉獻嗎？有以他們的
鮮血要你們募捐嗎？」仲指責質疑佢嘅「黃
絲」「放棄思考，人云亦云，根本跟那些藍絲
廢老完全是同一類人，一種完全沒有自我分析
能力，只會道聽途說的人形垃圾」。
「國難五金」又繼續狙擊李永財，話佢係「以

『本土』自居，打着抗爭的旗號」嘅「既得利
益者」，家為咗未來嘅選票屈服於網絡輿論，
並話果啲買唔到口罩叫人派等都係「人血自助
餐的消費者」。甚至將魯迅嘅名言都搬出黎
（嚟），暗指自己嘅「好心」反而被人攻擊，
用晒咁大篇幅就係想轉移輿論風向，唔好俾任
何嘢阻住佢哋發「瘟疫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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