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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物流服務署早前購入671萬個懷

疑附有虛假商品說明的外科口罩，海關

調查發現該些口罩與正貨有異，亦非由

包裝盒上列明的內地生產商製造，故上月24日在觀塘及紅磡扣查一批文件，及以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拘捕兩家涉案供應商共四名董事及職員。海關貿易管制處

處長麥毓錦昨日指，其中312萬個已分發給11個部門，包括社署、紀律部隊及食

環署，已通知停用及回收，相信相關口罩並未流出市面。

物流署購671萬個疑冒牌口罩
海關拘供應商四人 近半已分發須回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海關拘捕四名供應商
董事涉違商品例。

◀政府物流署購
入671萬個懷疑
冒牌口罩。

▼包裝盒上印有的商標
並沒有在香港註冊。

▼口罩本身也有
四處與正貨不
同，分別是耳
掛、物料、顏色
和耳貼的材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人力資源顧
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 昨日發表最新的
「生活費用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外派僱
員在香港的生活費用排名下跌兩位，為全
球第六高。對外界關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會否影響外國人才來港工作，調查機構則
指不少外資公司亦一直有外派僱員到內地
工作，並認為香港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ECA International 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
示，香港國安法只是剛實施，對香港的具
體影響仍有侍觀察，現階段不能過早評論
法例會否影響外國人到港工作意欲，但認
為香港國安法的條文與內地法律相似，而
內地一直是不少公司外派僱員的目的地。
他強調，語言和國際學校數量等，都是
外派僱員決定是否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工作
的考慮因素，香港在有關方面仍具有優
勢。
目前，影響企業是否外派僱員的最大阻
礙仍然是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原因是疫
情下全球陷入經濟衰退，企業或會放慢擴
展業務及減少支出， 加上各地分別「封

關」，因而傾向減少派遣員工到海外。

第四跌至第六 實際成本仍升
香港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排名雖有下跌，

但仍持續高企，根據昨日發表的調查顯
示，部分地區出現通縮情況下，香港物價
上升速度明顯較其他地區快，加上港元一
直保持強勢，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
輕，故外派僱員生活費排名即使由去年全
球第四位跌至全球第六，但實際生活成本

仍有上升，在亞洲區內排名只較土庫曼斯
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低，但仍明顯高於東京
及新加坡等其他熱門外派僱員聚居城市。
他續指，香港薪酬水平相對較高，認為

在其他國家貨幣貶值的情況下，低收入地
區僱員仍會認為香港具有吸引力。
至於全球前五位排名，除阿什哈巴德居

全球榜首外，第二至第五位全屬瑞士的城
巿，依次為蘇黎世、日內瓦、巴塞爾及伯
爾尼。

外派僱員生活費 港排名「明跌暗升」

■關禮廉回應香
港國安法時表
示，內地亦一直
是不少公司外派
僱員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
記者文森攝

政府物流服務署早前不經招標，以直接採購
方式以1,520萬元購入671萬個懷疑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的外科口罩，海關早前接獲舉
報發現有關口罩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故展開
調查，而部分院舍亦獲發相關口罩，其後已接獲
政府通知要收回。
麥毓錦昨日表示，上述涉案口罩每盒50個
裝，包裝盒上印有的商標並沒有在香港註冊，但
盒面英文字母串法「Medicom」與該另一已註冊
商標的英文字串法相同，涉嫌誤導消費者涉案口
罩是該註冊商標品牌的產品。

口罩四處與正貨不同
經過正貨生產商的代表檢查後，發現涉案口罩
無論整體的外觀及字體，包括包裝盒設計、膠水
黏合的地方，均與正貨有異，更欠缺序號或資料
不清楚。此外，口罩本身也有四處與正貨不同，
分別是耳掛、物料、顏色和耳貼的材料。
他續說，涉案口罩由一間位於觀塘的本地貿易
公司供應給另一間紅磡的貿易公司，再分批供給
物流署，而海關經調查後，上月24日拘捕兩男
兩女，分別是涉案公司的兩名董事及兩名員工，
四人年齡介乎36歲至44歲，現已保釋候查。案
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經安全測試含菌無超標
海關安排涉案口罩樣本送交化驗所作菌落總數

安全測試，結果顯示符合相關標準，含菌量沒有
超標，但由於產地不明，因此建議停用，並呼籲
商戶如有該些口罩存貨準備出售，亦應暫停出售
以及聯絡海關。至於物流署購入的671萬個口
罩，署方已將312萬個分派到11個部門，現正安
排回收，但據了解懲教署獲派發小量相關口罩，
已悉數用完。
Medicom（麥迪康）早前就發聲明，指出自今
年初已沒有供應口罩予物流署，並表示歡迎海關
採取行動，強調將全力支持海關調查，打擊市場
上的「假冒」產品。
另外，海關今年1月27日起展開代號「守護
者」的全港性大規模巡查行動，全面巡查全港各
區及檢視市面上出售的外科口罩，巡查超過3.5
萬個次的零售點，當中發現24宗違規個案，拘
捕61人，共檢獲懷疑違規貨品，包括超過12萬
個外科口罩、約300支消毒酒精及約20支生理鹽
水。
上述24宗違規個案，涉及13宗懷疑違反《商

品說明條例》的個案、11宗懷疑違反《消費品
安全條例》個案，當中16宗與外科口罩相關，
有七宗與消毒酒精有關，及一宗涉及生理鹽水。
麥毓錦表示，調查發現市面懷疑違規的口罩，菌
落總數安全測試超標，多來自東南亞國家，且散
裝口罩風險相對較高。
至於違規消毒酒精，主要是含有有毒的甲醇成

分為主，以及酒精成分與聲稱的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今
期綠置居計劃推售蝶翠苑和青富苑3,696
個單位，以及長沙灣麗翠苑貨尾的 14
伙，以市價四九折出售。房委會資助房屋
小組主席黃遠輝昨日表示，今期綠置居接
獲破紀錄的逾六萬份申請表，反映市民對
置業需求仍然殷切，料所有單位都會售
出。
黃遠輝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今期綠置

居單位面積相對較小，尤其柴灣蝶翠苑只
提供兩類單位，面積約介乎17.3平方米至
27平方米，對家庭選擇會較少；但兩個
樓盤交通相對方便，加上單身人士申請熱
烈，兩者總申請逾六萬份，反映市民對置

業需求仍然殷切，相信整體銷情不會有太
大問題，料單位全部售出的機會很大。
對於樓市下行會否減少推出資助房屋？

黃遠輝強調出售資助房屋並非以銷情為出
發點，疫情已拖慢了今年居屋出售的步
伐，冀隨後的居屋計劃能加快推出，追回
進度，並預期年底前會再有4,000個綠置
居單位推出，同時希望恒常推售居屋和綠
置居，以滿足市民不同的置業需求。
他又補充，現時的資助房屋項目有很大

折扣度，不希望這些房屋很容易就轉入公
開市場，但明白很多置業後的人都希望有
置業階梯的彈性，需要在防止炒賣的前提
下保持彈性。

綠置居收表破紀錄 黃遠輝料會售罄

貨運聯會組義工隊 風災後清塌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18年超
強颱風「山竹」襲港後，到處塌樹滿目瘡
痍的畫面仍歷歷在目，巿民大眾上班上學
要「披荊斬棘」。「落馬洲中港貨運聯
會」昨日宣布成立「風災後義工隊」，將
在日後的八號風球解除後，動員百人成立
的三支義工隊，利用重型機械協助政府部
門清理塌樹等路障，冀令道路盡快回復暢
通。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出席昨日義工隊

的啟動儀式，並對聯會成立義工隊表示感
謝。他表示，此舉反映社會仍有很多有心
及有力人士守護香港，發揮獅子山精神。
他指出，當年「山竹」襲港，共接獲六

萬多宗塌樹報告，一度要動員1.5萬名公
務員及承辦商員工處理塌樹，並感謝聯會
義工隊協助本港面對日後風災的威脅。
聯會主席蔣志偉表示，三支義工隊約有

百名成員，並有超過十輛重型機械貨櫃車
包括吊臂車、夾斗機，日後在八號風球解
除後，主要到新界北區包括文錦渡、元朗
新田、錦田及流浮山一帶巡視路面，並協
助清理塌樹及路障等。
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在啟動儀

式上表示，上月錄得今年度首個颱風襲
港，幸好未有對本港造成太大影響。他對
義工隊成立並在日後風災後，協助有效率
清理障礙物表示感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日沒
有新冠病毒本地個案，但續新增九宗確診
輸入個案，而美國則「買斷」被形容為
「救命藥」、能有效治療新冠肺炎的「瑞
德西韋」（Remdesivir）未來三個月全球
存貨。
香港政府抗疫專家顧問組成員、中大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本港參與
使用「瑞德西韋」的臨床研究，惟存貨有
限，現時已用罄。

今增九宗輸入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的九宗新
冠病毒輸入個案，患者包括三男六女，年
齡介乎2歲至40歲，當中八人由印度返
港，另一人則曾到訪巴基斯坦，其中七人
周三（7月1日）由印度返抵本港，另兩人
則於周二（6月30日）分別由印度及巴基
斯坦抵港，全部人由檢疫中心送院。中心
正繼續跟進確診個案的流行病學調查及接
觸者追蹤的工作。
另外，治療新冠肺炎藥物「瑞德西韋」
雖仍在臨床研究階段，但外國媒體早前指
有證據顯示該藥有助新冠肺炎患者盡快康

復，而疫情嚴峻的美國，則大量訂購「瑞
德西韋」，包括所有7月生產的「瑞德西
韋」，以及8月和9月藥物產量的逾90%，
可說是幾乎「買斷」未來三個月的供應，
以致其他國家難以採購。
許樹昌昨日指出，本港有參與藥廠的臨

床研究，但「瑞德西韋」存貨有限，現已
用完。
他又指出，本港最後一名使用「瑞德西

韋」的患者，是沙田祿泉樓首名確診的34
歲女病人，她已完成療程，正等待出院。
他又表示，現時在公立醫院治療的新冠

肺炎確診患者，會使用蛋白酶抑制劑及干
擾素，但抑制劑易引致肚痛，故希望用藥
時能有多個選擇。
外國媒體早前報道，美國藥廠吉利德早

前向全球多國及地區提供14萬劑試驗用
的「瑞德西韋」已用完，藥物專利由吉利
德擁有，其他國家的藥廠不能製造。有專
家對美國政府買斷「瑞德西韋」做法感震
驚，憂其他國家及地區無藥可用，世衞組
織亦就此表示關注，指新冠疫情不單是科
學挑戰，也是品格測試，籲全球團結、共
同承擔責任，保護最受疫情威脅的人。

美盡掃新冠「救命藥」港存貨用盡

◀本港新增九宗輸入個
案。 資料圖片

▲許樹昌指「瑞德西韋」
存貨有限，現已用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名富潛
水經驗的32歲男子，周三趁七一假期到
西貢果洲群島浮潛期間失蹤，水警及政府
飛行服務隊搜索至深夜未有發現，而該男
子相隔26個小時後，被發現漂流至相距
約 25公里的弓洲，並向途徑的船隻呼
救，水警輪到場將其救起，送返馬料水水
警基地，而他並無受傷，拒絕送院並自行
離開。
一度失蹤的男子姓謝、32歲，與妻子育

有一名約兩歲的孩子，而其為潛水愛好
者，經常在本地及到外地潛水。謝男周三
趁公眾假期，參與合共40人的潛水團，在
西貢碼頭出發到果洲群島以東的七星排潛
水，但至當日下午約1時，潛水團的人員

發現謝男遲遲未上水，其他人下潛尋找，
卻不見其蹤影，遂報警求助。

漂浮25公里弓洲尋回
水警輪、消防船以及飛行服務隊的直升

機，接報後在海空進行搜索，但均未發現
謝男蹤影，直至昨日下午3時30分左右，
警方接報在果洲群島以北25公里塔門附近
的弓洲有人求救，水警輪到場將其救起，
證實他是潛水失蹤的謝男。
據知謝男前日潛水期間，被水流沖離，

而他隨水漂流，昨早漂到弓洲並游到岸上
休息，昨午發現有船隻經過而呼救，水警
將其送到馬料水水警基地，而他並無受
傷，扺達水警基地後自行離開。

潛水男失蹤26小時奇蹟生還

香港文匯報訊 三人因違反《若干
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昨日於屯
門裁判法院被判處即時監禁最長 14
天。
首宗個案涉及一名47歲男子。他早

前獲發強制檢疫令，訂明他必須在家
中接受強制檢疫14天。在檢疫令尚未
屆滿前，他在無合理辯解及未獲獲授
權人員許可下，離開其檢疫地點，並
於3月1日在港珠澳大橋管制站被入境
事務處職員截獲。他被控違反《規
例》第八（1）及八（5）條，昨日於
屯門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14天。
第二及第三宗個案分別涉及一名27

歲男子及一名32歲女子，他們早前獲
發強制檢疫令，訂明他們必須分別於
家中及一所酒店接受強制檢疫14天。
二人在無合理辯解及未獲獲授權人員
許可下，分別意圖於5月29日及6月3
日離開本港，並在深圳灣管制站被入
境事務處職員截獲。該名27歲男子及
該名32歲女子均被控違反《規例》第
八（4）及八（5）條，昨日於屯門裁
判法院分別被判處監禁6天及4天。
根據《規例》，除獲豁免人士外，

所有在到港當日之前的十四日期間，
曾在內地、澳門及台灣逗留的人士，
不分國籍和旅遊文件，必須接受14天

的強制檢疫。同時，根據《外國地區
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五百九
十九E章），由3月19日起，所有從中
國以外地區抵港的人士同樣須接受14
天的強制檢疫。違反強制檢疫令會構
成刑事罪行，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
2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衛生署嚴正提
醒受強制檢疫人士應遵守法定要求接
受14天的強制檢疫。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有關判刑可給

予社會非常清晰信息，指出違反《規
例》屬刑事罪行，政府對違反《規
例》的人絕不容忍。
截至今日，共有26人已被法庭定

罪，判監禁最多3個月或罰款港幣1萬
元。發言人重申，衞生署必定會嚴肅
跟進任何違反《規例》的罪行。

三人違強制檢疫令被判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