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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圍毆律師陳子遷 警再拘一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支持香港國安法
和反黑暴的律師陳子遷，今年 5 月 24 日在銅鑼灣
阻止黑暴破壞期間，遭圍毆重傷的案件再有新發
展。警方繼早前拘捕六名男子，前日再在中區拘
捕一名男子。他涉嫌案發當日接載涉案疑犯離開
現場，令本案被捕人數增至七人。警方調查行動
仍然進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前日被捕的 61 歲男子涉嫌「協助罪犯」，已暫
准保釋候查，須於 8 月上旬返警署報到。另同案
早前被捕六人中，有三名年齡介乎 23 歲至 31 歲男
子，被暫控一項「參與暴動」罪及一項「傷人」
罪，案件已於上周四（2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其餘三名被捕男子則暫獲准保釋候查。
事發今年 5 月 24 日下午 3 時許，攬炒派黑暴在

銅鑼灣一帶非法集結，並進行大肆破壞店舖及堵
路惡行，其間律師陳子遷途經利園山道時，目睹
黑暴打爛店舖的櫥窗玻璃後企圖逃走，他情急叫
道：「你哋班黑暴唔好走……」即遭到圍攻，以
雨傘、路牌及拳腳狂毆他的頭部和身體，並窮追
猛打至重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傷口需要縫 20
針治療。

■陳子遷當
日遭黑暴圍
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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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留醫男病人初步確診
無外遊記錄未與確診者接觸 昨增 11 宗輸入個案



有新冠病毒本地確

(

診個案，但本地
「零感染」或再

「斷纜」，有消息指一名在仁濟醫院留醫的男病人昨晚初步
確診，要再檢測確定是否染疫。同日新增的 11 宗輸入個案，
包括一名 54 歲外籍飛機師，他在本地診所求醫後確診，衞生
防護中心將其列作輸入個案。根據現行檢疫安排，機師等機
組人員屬豁免強制檢疫人士，返港後僅須接受醫學監測，毋
須接受病毒檢測。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指「免檢人士」有機
會構成防疫漏洞，政府應為他們在入境時抽取深喉唾液樣
本，防止無病徵感染者進入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息指出，初步確診的男病人 59
歲，他並無外遊記錄，亦沒有
和任何本地或外地輸入的確診患者
有接觸。他曾發燒多日，上周五（3
日）入住仁濟醫院，肺部受感染，
目前病情穩定，而他昨晚初步確
診，倘經衞生署再進行檢測確定感
染新冠病毒，便成為本港自上月 13
日以來首宗確診的本地個案。

消

機師診所確診「免檢」或成漏洞
同日，衞生防護中心公布新增的
11 宗輸入性確診個案，涉及六男五
女，介乎 28 歲至 62 歲，潛伏期內都

曾身處外地，分別到過巴基斯坦、
印尼、菲律賓和美國等。至今本港
累計有 1,258 宗確診及一宗疑似個
案。
新增個案中，一名 54 歲男子（第
一千二百五十二宗）是貨機機師，
他過往健康良好，於 6 月 11 日至 30
日病毒潛伏期間曾到哈薩克及土耳
其。6 月 25 日出現咳嗽，數日後消
退，返港後一直沒有病徵，主要留
在位於東涌昇薈第十座的家中。
本月 3 日，該名機師向一名私家
醫生求醫，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接受治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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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確診。他的妻子及女兒沒有出
現病徵，已被安排接受檢疫。病人
屬豁免強制檢疫人士，返港後僅須
接受醫學監測，不需要接受 14 日強
制家居檢疫及深喉唾液化驗。
據了解，本港目前有 32 類人屬於
豁免接受強制檢疫人士，包括須往
返本港與內地、澳門及台灣履行其
職責的機組人員。

許樹昌倡留深喉唾液樣本
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內科及
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昌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豁免檢疫人

士出入境具有一定風險，早前有貨
輪在香港短暫停留後到內地，有船
員其後被確診。「船員、機師和機
組人員都屬於免檢人士，他們確實
是有風險的，機師確診亦是給香港
一個警示。」他建議，豁免檢疫人
士入境時應增加一道程序，即留深
喉唾液樣本，以便篩查其中的無病
徵感染者，防止病毒傳入社區。
對於有消息指本月 7 日後香港關
口將進一步開放，許樹昌表示，解
封關口雖然會增大風險變數，但是
有「健康碼」做保障，相信風險可
控，不會對疫情造成太大影響。

明送返迪拜 滯港內地客：聽天由命

本港連續三周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11 名內地旅客上月 20 日由迪
拜搭乘阿聯酋航機抵港，擬轉機返回內地，惟因未持有後續
旅程的登機證被拒入境，除當中一人返回迪拜外，其餘 10
人滯留香港國際機場 5 日，因同機逾 20 名乘客確診新冠肺
炎，被送往鯉魚門檢疫中心。他們昨日傍晚結束檢疫，由衞
生署專車送往機場禁區，明日凌晨要登機送返迪拜。其中一
名旅客朴軍表示，所有人對返回迪拜均感失望，直言只能
「聽天由命」。
朴軍旅居德國多年，為探望病危親人才冒着疫症風險回
國，詎料滯留香港。她與其他滯留內地旅客，昨日傍晚結束
檢疫，由衞生署專車送返機場禁區，明日凌晨乘搭阿聯酋航
空返回迪拜。朴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被遣返已成
定局，他們對今次入境內地已不抱希望，並表示自己心情非
常低落。
至於到迪拜以後的行程，朴軍直言：「大家都沒有計劃，
聽天由命了，最壞的結果是要再從迪拜返回德國。」她還透
露，有同行旅客因資金耗盡，已沒有錢購買下一程機票。她
表示自己的親人仍然處於病危情況，平白耽誤這麼長時間，
擔心無法及時探望。

冀衞署供檢測報告免再隔離

她又表示，他們離開檢疫中心前已接受病毒檢測，希望香
港衞生署能提供檢測報告，避免他到迪拜後被再次要隔離檢
疫，故曾多次致電衞生署索要報告，但該署未有回應。
朴軍早前歸咎於阿聯酋航空失誤，以及香港機場官網表述
不詳，導致她以為到港轉機的第二程航班與來港航班可搭乘
不同航空公司，故購買了阿聯酋航空由德國法蘭克福途經迪
拜至香港的機票，以及另一航空公司從香港到內地的票，但
抵港後卻被告知不能入境，要返回迪拜，她與其他冀回國的
旅客都不接受，滯留機場禁區，卻因同機有乘客確診而被送
到檢疫中心。
另外，有指機場禁區內仍有三名旅客滯留，其中一名英國
來港的內地老婦因拒絕返回出發地倫敦，至今在機場滯留了
22日。

七旬婦墮騙局 被
「情郎」
呃 590 萬

騙徒六次登門 鑽石戒指求婚
去年 6 月，婦人接獲自稱財務公司
職員的騙徒推廣電話，介紹低息貸款
優惠，當婦人拒絕後，騙徒繼續花言
巧語推介另一個建築工程的投資計
劃，聲稱只需投資 300 萬元，每月可
獲兩萬元回報。婦人信以為真，向財
務公司借貸 150 萬交予對方進行投
資，其間騙徒不時致電婦人噓寒問
暖，令婦人非常「窩心」。至同年 9
月，騙徒以投資有回報為藉口約見婦
人，交出12萬元投資回報，令婦人心
花怒放；自此之後，騙徒即向婦人展
開追求攻勢，發展成為情侶。
當騙徒順利掌握婦人的心理後，由
去年10月至今年1月間，騙徒先後六

■旅遊促進會到政總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女事主受騙將采頤花園物
業變賣套現，以致無家可
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次到訪婦人寓所以不同藉口苛索金
錢，理由包括官司纏身、江湖救急及
辦婚禮，更拿出鑽石戒指求婚，婦人
「意亂情迷」下花盡積蓄，甚至變賣
住所套現滿足「未婚夫」所求，半年
間合共被騙590萬元。

失聯三月夢醒 租住唐樓劏房
直至今年 3 月，騙徒有感婦人已被
「榨乾榨盡」，隨即人間蒸發失去
聯絡，婦人起初還未有為意受騙；
直至上周四（2 日），終於夢醒思疑
受騙報警，但她因被呃光所有錢
財，連棲身之處也失去，現在要租
住唐樓劏房，但料不久後可能要申
請綜援。
警方指，涉案騙徒年約 40 歲至 50
歲，不排除他涉及去年 8 月以推廣電
話方式，訛稱協助申請低息貸款，
騙走一名 73 歲老翁 24 萬元。該騙徒
非常狡猾，他在騙老婦時，不斷花
言巧語博取事主信任，與事主交往
以來一直沒有合照，所有款項均以
現金交收，更避免出席可能令身份
曝光的場合，令警方追查困難，現

正設法查出其身份。

曾往觀塘睇樓 警拘代租租客
不過，警方在調查時，發現騙徒最
初犯案時曾帶事主到觀塘創紀之城一
個商業單位內進行游說投資，探員鎖
定單位的短期男租客身份。前晚 7 時
許，在彩虹邨紅萼樓拘捕該名涉案租
客，該姓林男子(60 歲)，原任職的士
司機，因違反交通規例被扣滿分而無
業，他承認為 3,000 元報酬出面租用
商業單位作行騙用途，涉嫌「以欺騙
手段取得財產」罪名。
黃大仙警區刑事總督察莫子威表
示，這宗騙案屬於新手法，先由投
資騙局開始，再發展成為感情騙
局，但無論騙徒手法如何層出不
窮，也是利用受害人在金錢或感情
方面的「缺口」入手，由於疑犯數
目多於一人，相信屬集團式行動；
呼籲市民如對案件有任何資料提
供，可致電 3661 6155 與黃大仙警區
重案組聯絡。警方提醒市民，如接
獲來歷不明的推銷電話，一定要核
實對方的身份，以免墮入騙案。

▲警方展示騙徒用作向女
事主求婚的鑽石戒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長者怕「孤獨」
易墮「愛情陷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不少人或對有
年屆70歲婦人墮入「愛情陷阱」感到詫異，但其
實過往多宗「網上情緣」騙案受害人都是長者，
因為騙徒利用長者「孤獨」的心理特點，「對症
下藥」的噓寒問暖關懷，每每能夠令長者「中
招」。
有社工指出，長者容易墮入「愛情陷阱」，
尤其是女性，她們較男性更需要愛情，但男性
一般傾向尋找年輕女性交往，年長女性則較難
找到合適對象，當遇上騙徒用愛慕、關心及表
現珍惜對方等態度作出關懷，女性長者的理性
好容易被「矇騙」。另一原因，則與他們年齡
及長期獨居有關，因為獨居長者習慣遇事自行
處理，加上覺得年長「見慣世面」，更不會向
他人尋求意見，增加受騙機會。
社工提醒長者，即使遇到心儀對象或覺得對
方「信得過」，惟一旦涉及金錢問題時也應該
提高警覺，在未與對方有共同真實生活前，切
忌有金錢交往，且最好與好朋友多交流聽取意
見，可以有效減低被騙風險。

旅界冀早日復適度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騙
徒設「投資」加「愛情」雙重陷
阱，七旬老婦中招被呃光身家。70
歲羅姓婦人去年初接獲推廣電話被
游說參與高回報投資，婆婆借錢投
資 150 萬元初嚐「甜頭」，中年男騙
徒再以情追求打動婆婆，甚至出動
求婚「鑽戒」，婆婆深陷情網，騙
徒便開始以打官司、辦婚禮等各種
借口索錢，阿婆不惜賣掉居屋住所
幫情郎，結果被騙走 590 萬元，騙徒
將阿婆的身家「榨乾榨盡」後便失
去聯絡，警方正追緝該名騙徒，但
婆婆已淪落到租住唐樓劏房。
被騙的 70 歲羅姓婦人，早年在製
衣廠當車衣工人，退休後依靠積蓄
生活。她和丈夫育有三名子女，現
均年過四十，均已婚搬出，三年前
婆婆喪夫後，便獨居新蒲崗采頤花
園一單位，因她與子女關係一般，
平時較少來往。據街坊稱，該名婦
人因懂打扮和保養得當，外表較實
際年齡年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病
毒疫情令旅遊業進入「冰封」狀態，不
少旅遊從業員「手停口停」，而旅遊促
進會一批業界從業員，昨日早上到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外請願，要求政府早日落
實恢復適度通關，並盡快推出「健康
碼」和提供大量檢測配額，期望檢測費
可大幅調低至200元以下。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指出，
本港旅遊業停頓超過四個月，而業界從
業員約有 80 萬人，現時很多仍在待業
或要做保安等兼職，生計大受影響，一
些更無奈要申領綜援。他形容行業完全
無了期的停頓，未來仍看不到曙光。
他認為，大灣區成功控制疫情，政府
應陸續恢復本港與鄰近地區的人流往
來，促政府與有關地區恢復適度通關，
並希望盡快推出「健康碼」，為重啟旅
遊業做好準備，同時落實與其他地區推
行「旅遊氣泡」，在控制疫情和經濟民
生之間取平衡。

盼調低檢測費讓市民能負擔
他表示同意優先讓有必要人員往來，
其後逐步開放，但申請「健康碼」在港
進行病毒檢測費用高昂，冀可提供大量的檢測配
額，令檢測費設於150元至200元之間，讓市民能
夠負擔。他相信未來兩三年，全球旅遊業仍然疲
弱，希望政府加大力度支援旅行社和前線員工。
小型旅行社負責人陳世棠亦表示，他現時正在
口罩工廠工作，每周工作兩天，而身邊的同事則
在待業，因此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團進團出」的
旅遊模式，即使一旦有人感染新冠病毒亦較易追
蹤，他自己亦會配合政府推動的綠色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