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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口罩和消毒用品成為市民搶

手貨，不良商戶趁機出蠱惑呃錢。海關近月「快狠

準」出擊，出動超過3,200人次，巡查全港各區零

售點超過2.2萬間次，成功搗破兩條懷疑附有虛假

商品說明，並含有毒甲醇成分消毒酒精的「一條

龍」供銷鏈，由2月下旬至昨日共拘捕20人，檢獲

共284瓶有毒消毒酒精。海關又就市面出售的酒精

搓手液試購超過10個樣本，進行重金屬含量及含

菌量測試，全部均合乎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蠱惑藥房賣有毒消毒酒精
甲醇含量高達52% 海關巡全港2.2萬間次拘20人

為確保市面出售的防疫產品符合《商品說明條例》及《消
費品安全條例》的規定。海關展開「守護者」特別執法

行動，由今年1月27日開始至3月12日，已經持續四十六天，
行動中成功堵截有問題的消毒酒精流出市面。

乙醇與容量均不符標示
首宗案件是屯門區內有藥房懷疑售賣附有虛假成分說明的消
毒酒精，海關立即「放蛇」隨即於涉案藥房試購標示為「75%
乙醇」及「1公升」的消毒酒精。化驗報告顯示，該款消毒酒
精含有少於0.1%的乙醇，但有毒甲醇含量則高達52%，其淨
含量只有737毫升。
海關立即採取行動，搜查涉案藥房集團的辦公室及其位於全
港20間分店，共檢獲174瓶懷疑附有虛假成分說明的消毒酒
精，拘捕一名董事及6名店員，其後再拘捕藥房集團另外5名
董事，以及3名源頭供應商，案中15名被捕者保釋候查。
在另一宗案件，海關於粉嶺一間藥房試購一款標示為「乙醇
含量75%」及符合相關國家或地區標準的抗菌消毒液。化驗報
告顯示該款消毒液的乙醇含量為69%，亦夾雜8.2%甲醇。該
產品標示為500毫升的透明膠瓶作銷售，但報告顯示其淨含量
為478毫升。
海關於3月2日在4間目標藥房檢獲110瓶懷疑附有虛假成分
說明並含有毒甲醇成分的消毒酒精，拘捕一名藥房董事及3名
藥房店員，兩日後再於觀塘拘捕一名向案中藥房供應相關產品
的貿易公司負責人。案中5名被捕者全部保釋候查。
海關還全面巡查、試購及檢視於全港各區出售的外科口罩，
並已就市面上出售的外科口罩試購超過90個樣本。繼首兩批
共40個樣本於2月通過含菌量測試後，第三批20個樣本的測
試亦已完成，同樣合乎含菌量標準。

10樣本酒精搓手液全符標準
海關亦就市面上出售的酒精搓手液試購超過10個樣本，並
已就當中的10個樣本完成重金屬含量及含菌量測試，全部均
合乎標準，暫時未有發現有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的情況出
現。如發現有任何涉嫌違法行為，會繼續馬上作更新公佈。

▲海關拘捕有毒消毒酒精
供應商董事。 資料圖片

▶海關檢獲消毒酒精涉違反商品說
明條例及消費安全條例。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後，口罩成為市面搶手貨，而騙徒亦趁
機「發大財」。元朗警區至今已接收到77宗口
罩騙案，其中一宗涉及至少120名市民被騙，
損失20萬元。元朗警區前日根據調查，拘捕一
名22歲見習地產代理，涉嫌在社交平台假稱有
口罩出售或可代購，叫買家支付貨款後便失去
蹤影，警方在其身上搜出多張銀行卡，不排除
有同黨在逃。
警方調查顯示，騙徒通常在Carousell買賣平
台、facebook及Instagram等網上社交平台，訛
稱有聲稱是日本製造的口罩出售，或者可以代
購，一盒口罩售價95港元及120港元。買家要
先付款，並可透過銀行轉賬、香港支付寶或
「轉數快」付款後，但騙徒在收款後，並無按
時交貨，之後更音信全無，元朗警區已接報77
宗報案，並在刑事調查隊第十一隊專責調查這
類口罩騙案。

涉款逾20萬 最多單一被騙2萬
其中一宗發生在上月底的案件涉及人數較

多，目前已知有超過120名市民被同一名騙徒
騙取金錢，涉及金額逾20萬港元，損失最多的
單一個案被騙2萬元。經專責調查隊的深入調
查及分析後，鎖定一名22歲的中國籍男子。
警員於前日（12日）採取行動，掩至目標男
子位於大圍的寓所附近埋伏，其後以涉嫌詐騙
罪名將他拘捕，並在他身上檢獲多張銀行卡及
手機等證物。疑犯報稱任職見習地產經紀，警
方不排除他有同黨，正分析案情深入追查。
元朗警區刑事總督察葉文儀建議，市民應盡

量在實體商店購買口罩，若在網上購買，必須
要向商譽良好或有良好交易記錄的網店購買，
遇到單一交易或者「先付款後發貨」的情況，
就要更加警惕，並選擇更安全的付款方式，保
障自己免受損失。

呃120人購口罩 地產代理被捕

■元朗警方拘捕口罩騙徒，搜出手機和銀行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民陣」於去
年6月9日發起遊行後演變成暴衝立法會，有
5人被控非法集結罪，其中一名讀中文大學哲
學系的男生戴安，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申
請短暫撤銷不得離港的保釋條件，希望前往
德國的大學作交換生，但被裁判官拒絕。另
一名涉去年9月29日暴動的科大計算機工程
學男生謝曉峰，獲獎學金赴新加坡做交流，
向法庭申請離港赴新加坡完成下半學期課
程，同樣被法庭拒絕。
被告戴安(22歲)為中文大學哲學系學生，他與
另外4人被控非法集結罪。控罪指他於2019年6
月10日，在立法會大樓公眾入口，連同其他人

非法集結。案件本押後至3月9日再訊，但受疫
情影響而需重新排期，延至3月26日。
被告代表律師昨日提出更改保釋條件，容

許被告完成獎學金條件，讓他在今年3月中至
10月初離港赴德國一間大學當半年交換生，
但控方反對。
裁判官黃雅茵在聽取雙方陳詞後指出，由

於案件涉及其他被告，而案件仍未排期再
訊，在技術上有困難，亦希望保障被告可出
庭答辯的權利，因此拒絕其保釋更改申請，
但希望控方能盡快處理案件，完成答辯後對
被告申請決定或有改變。裁判官終拒絕批准
被告的申請。

另外，去年9月29日的網民發起遊行釀暴
亂，共有96人被控暴動罪，其中就讀科技大
學計算機工程學的被告謝曉峰，獲獎學金赴
新加坡做交流生，學期由明年1月起至5月結
束。去年12月23日提堂時，他獲准1月初至3
月離開香港。受疫情影響，案件延期至3月27
日再提堂。辯方昨向法庭申請被告3月27日
缺席聆訊，並申請延長離港時間，以便到新
加坡完成餘下的課程。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聽畢陳詞後，拒絕批准

謝離港，並表示謝須如期出席27日的聆訊。
控方透露，屆時將會申請將案件轉介至區域
法院，並押後至4月16日聽取答辯。

中大生涉非法集結 申離港交流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泛暴派上月在全港多區上街非法
集結滋事，其中一股黑衣人在銅
鑼灣時代廣場外宣暴，以反「港
獨」抗黑暴著稱的「正義姐」藍
雪寶，與多名市民在場持國旗反
暴力其間舉起手機拍攝，遭暴徒
毆打致頭破血流。警方日前拘捕
3名疑兇，其中兩名青年被控傷
人罪，案件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提堂，並獲准各以人事及現金合
共1.5萬元保釋，及遵守不得離
港等保釋條件。
被告為報稱學生的蔡俊軒（23

歲），及報稱無業的黃卓熙（20
歲），各被控一項傷人罪。控罪
指，兩人於2月21日在銅鑼灣勿
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非法及惡意
傷害女子藍雪寶。
控方指，兩名被告與其他人於

案發當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進
行未經授權的集會，其間一批人
士手持國旗到場，雙方發生衝
突。女事主以手機拍攝情況，蔡

涉嫌用手提電話襲擊她以阻止拍
照，黃則涉嫌用腳踢向她，導致
藍手提電話及眼鏡跌在地上，警
方其後翻查閉路電視片段並拘捕
兩人。
由於案情嚴重，控方反對兩人

保釋候訊，辯方則申請保釋。裁
判官黃雅茵聽取陳辭後，批准兩
被告各以現金1萬元及人事擔保
5,000元，及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須居住在報稱的地址，每周到警
署報到一次，亦不可踏足案發現
場。案件押至4月9日再訊。
據了解，有「正義姐」之稱的

教師藍雪寶，上月在銅鑼灣遭一
批暴徒襲擊。警方當日拘捕三人
後，因案情嚴重，轉由灣仔警區
反三合會行動組接手調查。
在翻查現場一帶閉路電視片段及

物證後，警方於本月11日以涉嫌傷
人罪，分別在粉嶺沙頭角及將軍澳
拘捕兩名一女，並押解其中一人返
粉嶺寓所蒐證，案中兩人被起訴，
目前正追查是否仍有同黨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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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老師當日被到頭破血流。

▲藍老師當日被人追打。

香港文匯報訊 食環署外判承
辦商清潔工羅長清，於去年在上
水被黑衣魔以磚塊擲斃，至今已
經4個月。逾百名市民昨日自發
到上水北區大會堂外展示羅伯照
片，並獻花和默哀悼念。出席悼
念活動的巿民狠批暴徒殘害市
民、搞亂香港。
去年11月13日，一批黑衣魔
在北區大會堂對開襲擊一批清路
障的市民，雙方打鬥及互相掟
磚。其間，羅伯僅手持手機拍
攝，就被黑衣魔飛磚掟死。
警方事後懸紅80萬元緝兇，並

於去年12月13日在上水及大埔
以涉嫌謀殺等拘捕3名男子及兩
名女子。

逾百人上水悼念羅伯

■逾百名市民自發到上水北區大會堂外獻
花和默哀悼念羅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民陣」去
年發起所謂「12．8國際人權日」遊行，演
變成各區黑暴通宵騷亂。在旺角，有暴徒肆
虐至12月9日凌晨，一名反黑暴的男子在街
頭遭暴徒施私刑打暈倒地，警方事後拘捕多
人。其中一名18歲巴籍學生涉在事主倒地
後用棍毆打該男子腳部，昨日在西九龍裁判
法院承認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被告續還柙至本月27日判刑，以待索取其
心理、背景、勞教中心及教導所報告。
巴基斯坦籍被告Mahmood Hahaad（18
歲），在本港出生和成長，報稱學生，被控
於12月9日在旺角西洋菜街與山東街交界襲
擊男子陳大鵬。
案情指，男子陳大鵬因政見問題與他人在
旺角起爭執及遇襲，被告在陳大鵬受傷倒地
昏迷後，繼續以棍狀物件襲擊其腿部，而對
其造成身體傷害。
辯方求情稱，被告以往無定罪記錄，自去
年12月提堂起一直不獲保釋，至今已還柙
逾3個月，並希望法庭考慮其對事主腿部所
造成的傷害並不嚴重，只屬瘀傷及擦傷，懇
請法庭考慮到被告年輕且即時認罪，先為他
索取感化報告。
辯方又呈上數封求情信，校長在信中希望
法庭給予被告機會從錯誤中學習，社工則稱
被告樂於助人，是案已令他有深刻反省。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表示，事主被人打至昏
迷，案情嚴重，尤其被告於事主昏迷倒地後
仍然繼續襲擊。案件押至3月27日判刑，以
待索取被告背景報告、勞教中心報告、教導
所報告及心理學家報告，其間被告須還柙看
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暴肆
虐，在嚴峻疫情下仍不收手，令社區治安惡
化，坊間「搵快錢」罪案急增。一名中年漢
過去10個月多次干犯竊案，旺角警區刑事
部經翻查大量「天眼」片段鎖定疑人，前日
在旺角區拘捕涉案疑人，相信至少涉及旺角
及大埔區共19宗爆竊及盜竊案，正追查他
有否涉及其他罪案。
被捕男子姓蘇（52歲）。行動中，警方

檢獲包括望遠鏡、電鑽、六角匙、鋸等作案
工具，初步相信他涉嫌與去年6月至今年3
月期間、在旺角區及大埔區發生的11宗爆

竊案及8宗盜竊案有關，該19宗罪案損失現
金及財物共值約18.4萬元。
旺角警區刑事部督察謝詩韻表示，調查

顯示，竊賊多趁凌晨至清晨時分，針對旺角
區食肆收舖後以硬物撬開店舖門鎖爆竊、或
闖進無人看守的24小時營業店舖、如自助
洗衣店、夾公仔店等，撬毀店內的錢箱盜竊
掠財。
警方翻看大量閉路電視片段及深入調查

後鎖定目標，前日在旺角區部署人手反爆
竊，發現疑犯懷疑正爆竊一單位，當場將他
拘捕，檢獲一批爆竊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近期涉及
行劫的嚴重罪案飆升，油尖警區刑事部追查
兩宗區內劫案，過去3日連續破案拉人，包
括一宗刀錘行劫金行案，拘捕3名尼泊爾籍
男子；另一宗便利店劫案亦拘捕一名本地無
業漢。油尖警區署理總督察(刑事)李啟森表
示，留意到近期本地劫案頻生，重申行劫是
極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終身監
禁，呼籲市民勿以身試法。
金行劫案發生於上月18日下午近2時，2名

穿深色衫褲的南亞裔男子，闖進油麻地庇利金
街47號一間鑽飾金行，用刀指嚇職員，再用
鐵錘扑爆飾櫃，掠走約120條、共值約14萬元
的金鏈，棄下利刀後逃之夭夭。
油尖警區重案組第一隊人員翻查天眼及

追查後鎖定疑人，本周三（11日）採取行
動，在區內拘捕3名年齡由23至25歲的尼
泊爾籍男子，相信其中一人負責行劫，另兩
人負責提供運輸工具及武器等，警方其後在
兩名疑犯住所，起回2條金鏈賊贓、背囊及
外套等犯案衣物，3名疑人仍然扣查，不排
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便利店劫案發生於前日（12日）清晨6時

許，一名戴口罩男子進入西貢街一間便利
店，就地取材執起放在收銀機旁的鎅刀指嚇
職員，喝令交出收銀機內現金，成功掠走
2,300元後逃去。油尖警區刑事調查第九隊
接手，同樣根據天眼迅速鎖定疑人，昨日在
區內拘捕一名40歲無業本地男子，並在其家
中檢獲犯案衣物等證物，疑人會通宵扣查。

涉棍打反黑暴市民
巴籍青年認罪

警破油尖兩劫案共拘4男

警拘52歲漢 涉19宗竊案

■警方破金行劫案拉人，檢獲金鏈、利刀及
衣物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