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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大破網上社交平台販售大麻等毒品，再揭黑暴分子販毒牟

利兼收兵。繼早前警方在搗破黑暴軍火庫起出毒品，以及發現撐

暴「星火基金」關連戶口牽涉到毒品交易，警方發現包括黑暴分

子在內的毒販，在不同社交平台明目張膽開設群組，圖文並茂販

賣大麻，又以卡通人物改圖美化吸毒。警方今年6月展開代號「冉

霞」行動，假扮買家「放蛇」買毒品，本周接連偵破逾30個網上

「毒谷」，共拘捕包括中學生和黑暴青年在內的41名毒品拆家，

檢獲毒品市值約132萬元，警方正追查毒資是否涉及過往黑暴案

件的非法資金。

黑暴「販毒養兵」警搗30「毒谷」
拘41人包括中學生 正追查毒資是否涉非法資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
之鋒，去年報名參選港島南
區區議會海怡西選區，但被
指以「香港獨立」作為「民
主自決」的選項，並非真誠
擁護基本法，被選舉主任裁
定他的提名無效。黃早前提
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釐清
選舉主任的法定權力，及推
翻選舉主任的決定。
高等法院昨審理有關司法
覆核許可的申請，代表政府
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陳詞

時，質疑黃之鋒選擇以司法覆核而非
選舉呈請興訟，是為免其「隊友」林
浩波可能在選舉呈請中被裁定非妥為
當選，令林失去議席。法官周家明押
後作書面裁決。
是案申請人為黃之鋒，答辯人分別

為律政司司長和海怡西區選舉主任蔡
亮。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昨
日陳詞時，質疑黃之鋒選擇以司法覆
核而非選舉呈請興訟，指出申請方不
提出選舉呈請處理此案，全因不希望
像周庭及劉頴匡選舉呈請案般，令成

功當選的「同黨」區諾軒及范國威被
判為非妥為當選而喪失議席，以免黃
之鋒當時的「Plan B」、海怡西選區
當選議員林浩波喪失議席。
余大狀強調，《區議會條例》第

34條其實已明文規定，區選候選人
遞交提名表格時，須附有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特區的聲明，而最近生效
的香港國安法第六條亦列明，香港
居民在參選或就任公職時，應簽署
文件或宣誓確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特區。因此，申請人一方稱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釋法內容只針對立法會
選舉，不應延伸到區議會選舉，有
關理據並不成立。
余續指，提名表格並非「白紙一

張」，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參選人不能口是心非，一方面簽署
聲明確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
一方面又說自己有「抱持不同政治
理念」的「絕對自由」。正如有人
簽署聲明確認自己在未來一年居住
香港，他就不能在未來一年計劃到
新加坡定居，此舉是罔顧法律後
果。

申請方則稱，黃當時已按照《區議
會條例》的要求，即簽署聲明確認擁
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選舉
主任因此不應越權依據其他資料去考
慮他的聲明是否真誠。全國人大常委
會於2016年釋法的內容只針對立法會
選舉候選人，因此不應延伸到區議會
選舉。
法官周家明聽畢雙方陳詞後，押後

擇日頒布書面判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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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區選被DQ申覆核，控方質
疑為保「隊友」議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本港八大每
年花費逾百億元公帑，故其管治需向大眾問
責，教資會去年公布與八大簽訂了《大學問
責協議》，列明了教與學、研究、知識轉
移、國際化等5個表現指標範疇，其中教與學
需要衡量學生的滿意度。
有關最新的評核結果近日公布，嶺大在教
學體驗滿意度排第一，中大則於整體學習環
境滿意度居於榜首，城大則在上述兩項均
「包尾」。
教資會近日已完成審閱院校2018/19學年的
報告。在八大共通標準方面，教資會通過調
查去年3月、11月畢業生及臨近畢業在讀生的
評分情況，更新了2018/2019年度八大學生對
教與學評分。

在「教學體驗滿意度」及「學習環境滿意
度」的評價，以5分為最佳的滿分，中大分別
獲3.81分及4.07分，兩者均較2017/18學年增
長0.07分；嶺大前者評分3.83與去年持平，
後者下跌0.04分。至於排榜尾的城大，得分
分別為3.38分及 3.26 分，下跌了 0.28分及
0.38分（見表）。
《問責協議》還將八大本科生「非本地交
流比率」排名，當中教大位居榜首達63.1%，
其次是港大，嶺大及理大。科大在這方面的
比率最低，僅得44.5%。
嶺大校長鄭國漢對結果表示欣喜，指結果

充分證明該校教與學質素深得學生肯定，並
感謝所有同事全心全意為學生提供最好的學
習體驗。中大指欣悉學生對於大學的課程、

教學和學習環境皆表示滿意，且滿意度持續
提升，結果肯定了中大全體教職員作出的努
力。
城大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有關數據於去年10月至12月期間收集，只是
其中一個參考數據，城大在多項世界大學排
名中名列前茅，並會繼續秉持「教研合一」
的理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及創
造優質的教研環境。
科大發言人表示，「非本地交流比率」僅

為衡量所有非本地學習的一項數據，科大視
其為參考，並積極為學生提供不同種類的高
素質海外及全球學習機會；該校於2018/19年
度有近四成本科生畢業前擁有超過三周以上
的非本地交流學習經驗。

2018/19學年八大本科生對教學評分
大學

嶺大

中大

理大

港大

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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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評分為1至5分，5分為最佳，而括號內為與2017/18學年比較升跌情況

教學體驗滿意度

3.83（－）

3.81（↑0.07）

3.75（↑0.13）

3.73（↑0.03）

3.71（↑0.06）

3.65（↑0.02）

3.64（↓0.05）

3.38（↓0.28）

整體學習環境滿意度

3.91（↓0.04）

4.07（↑0.07）

3.87（↑0.1）

3.80（↓0.01）

3.75（↑0.01）

3.78（↑0.06）

3.55（↓0.09）

3.26（↓0.38）

大學問責協議 城大教與學「包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保證每月回
報率11%！零風險！」騙徒落足本錢豪設計玉石
投資陷阱，在尖沙咀租舖租寫字樓並豪裝，以高
回報誘市民投資買玉石，又設計手機App讓投資
者自行打理賬戶，其實只提供虛擬銀碼「氹」投
資者加大投資額及引薦更多人投資，騙得巨款後
便關舖人去樓空。警方昨拘捕4名男女騙徒，估
計有逾200名受害人，損失逾5,000萬港元，警方
呼籲受害人盡快與警方聯絡。

稱每月11%回報零風險
油尖警區近日接獲30名市民報案指，在2018
年6月至今年4月期間，被一間位於尖沙咀名為
「玉貓國際珠寶」的職員游說投資玉石。公司負
責人帶受害人前往裝修高檔的店舖參觀，並聲稱

可以提供高回報的玉石投資計劃。其後，受害人
被帶到位於尖沙咀的高檔寫字樓，商討投資細
節。職員聲稱，只需投放資金，則可每月獲得
11%的回報，並為零風險及保證獲利。受害人隨
即根據指示，交出5萬至200萬港元不等的款項。
為營造高回報的假象，騙徒設計一款手機應用

程式，讓投資者可管理自己的投資戶口，投資者
初時見賬面有獲利，會加大投資額及介紹更多人
參與投資。然而，程式中顯示的回報只是虛擬數
字。當事主要求套現時，騙徒會以投資失利或周
轉不靈等藉口拖延套現，最後更失去蹤影，玉石
店舖及寫字樓亦關閉。
油尖警區重案組第一隊督察徐浚銨表示，警方

經深入調查後，成功鎖定集團的骨幹成員，昨晨
拘捕一名男子及3名女子，年齡介乎42歲至62
歲，正被扣留調查；不排除再有人被捕，暫時點
算出涉案金額約為800萬港元，但警方經過不同
途徑所收集的情報顯示，案件潛在受害人超過
200人，損失金額超過5,000萬港元。
警方呼籲其餘受害人報案或致電3661 9351與
警方聯絡，同時提醒市民，騙案手法層出不窮，
但大都新瓶舊酒，以「高回報、零風險」吸引受
害者，而且往往不能提供具體的投資項目和細
節。市民一旦聽到這類招徠投資項目一定要小
心，提高警覺提防受騙。若有懷疑，可立即致電
警方防騙易熱線：18222。

被捕的34男7女，年齡介乎14歲至
45歲，其中5人未成年，有5人是

是14歲至18歲的中學生，一人是城大
學生，還有一人是職訓局大專生。被捕
者大部分是青少年，部分人是互相認識
合作販毒。除了學生外，還有18人報
稱無業，也有人疑有黑社會背景。當中
有兩名同姓王的青年，涉嫌去年黑暴分
子刑事毀壞案被捕，其中一人去年12
月26日涉嫌在旺角朗豪坊星巴克咖啡
店大肆破壞，另一人涉去年9月在青衣
的黑暴文宣案。該41人共涉及48宗販
運危險藥物罪行。

毒品市值逾132萬元
毒品調查科高級警司吳國章表示，警

方十分關注利用社交媒體進行販毒的趨
勢，因政府實施多項抗疫措施，傳統銷
售毒品渠道如樓上酒吧等娛樂場所關
閉，令毒販轉至網上販毒，且到了肆無
忌憚、明目張膽的程度，而且很多青少
年參與其中，情況令人擔憂。
毒品調查科聯同港島總區刑事部人

員，針對有關販毒活動，鎖定逾30個
社交媒體賬號，再派員喬裝買家搜集證
據。在本月4日至6日展開拘捕行動，
共檢獲約5.1公斤大麻草、9支大麻油、
264克K仔、200多粒搖頭丸、14克冰
毒及一些毒品包裝工具等證物，毒品市
值約132萬元。
毒品調查科總督察葉秀蘭表示調查發

現，在 Instagram、 Facebook 及 Tele-

gram等熱門社交平台上，有很多關於大
麻術語的關鍵字，包括「420」、
「smoker」及「HKstoner」等；單是
「stoner」的關鍵字已有超過5,000個帖
文，另搜尋「420」的關鍵字亦可發現有
大量關於大麻的圖片、帖文及連結等。

Tg開群組分享吸食經驗
毒販為讓買家更容易搜尋，會將毒品

不同關鍵字置於帖文的「hashtag(主題
標籤)」，更寫上「新貨上架」及「面
交」等字眼，甚至列明售價。此外，毒
販使用不同通訊軟件提供聯絡方法提供
毒品「快訊」，甚至在Telegram開設
特定群組讓買家分享吸食及買賣經驗，
有大麻群組的參加人數多達數百人。

警方發現，所有被捕者不但涉嫌販
毒，自己也吸食大麻和毒品，因部分人
是學生及無業，他們購買毒品的資金來
源令人起疑，警方正追查當中是否涉及
支持黑暴的資金，而毒品的來源及幕後
犯罪集團也是追查方向。
自去年6月黑暴肆虐以來，「勇武」

圈子一直被黑金、毒品所籠罩，懷疑有
人提供免費毒品或資金給暴徒「充
電」，警方在多宗破獲暴徒武器案中也
檢獲大麻、可卡因等毒品，去年底，警
方以涉嫌洗黑錢凍結「星火基金」一個
7,000萬元戶口，追查下發現一名青年
曾在該戶口中提取4.8萬元，該青年和
多人其後因涉及藏毒、販毒及洗黑錢被
捕，警檢獲大麻、冰毒等毒品。

毒販在社交平台群組內會提
供吸食大麻相關資訊，圖文並
茂教授捲大麻煙、品種、吸食
效果、提供幫人捲煙等相關服
務，並會邀請開「大麻派

對」，甚至有群組會以受歡迎的卡通人美化吸
毒，圖將食大麻融入潮流文化，令青少年以為
吸食大麻無害。其實大麻在本港被視為毒品，
對健康造成短期及長期的嚴重傷害，包括會上
癮，產生幻覺、智力受損、焦慮、抑鬱、專注
力下降，並會造成時間丶觸覺扭曲。長期服
用，令患癌症、心臟病、中風及呼吸道疾病的
風險增加。
毒品調查科高級警司吳國章表示，社交媒體

大大擴闊毒販的接觸面，令到市民大眾，特別
是青少年非常容易接觸到毒販及取得毒品，以
致近年本港吸食大麻人士亦有年輕化趨勢。根
據資料，去年本港21歲以下青少年吸食大麻
人數，較前年上升48%；今年首半年涉大麻案
被捕人士中，年齡由10歲至20歲青少年有68
人，較去年同期增24%。
本港吸食大麻趨勢上升原因，可能與近年海

外如加拿大等國家，將吸食大麻合法化的措施
有關。
吸食大麻的徵狀包括，有濃烈氣味、目光呆
滯、無故傻笑、眼睛充血、情緒轉變、使用香
薰及其他體香劑掩蓋強烈體味等。警方呼籲家
長及老師，多加留意子女及學生在網上社交平
台與什麼人聯絡，特別是如果發現他們使用一
些流行的毒品術語時便要注意。如果家長發現
子女長時間逗留在浴室，在房間內存有吸毒相
關物品，例如水煙筒、磨粉機丶煙斗及捲煙
等，就要提高警惕。

警多渠道防青少年遭「毒害」
警方除加強具針對性執法行動外，亦要求社

交媒體做好把關工作，包括聯絡要求相關社交
媒體公司偵測及刪除涉及販毒的帖文，也加強
網上及學校宣傳，明確指出大麻是毒品，吸食
大麻對身心健康的禍害等資訊；近期警方製作
一套提供家長參考的禁毒資訊，令到家長有更
加多相關知識，以判斷子女是否有吸食大麻，
從而盡早尋求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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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男女涉玉石投資詐騙 呃200受害人半億

■警方偵破玉石投資騙案，搜出單據等文件。

◀警方在行動中搜
出毒品包裝工具。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攝

▲網上社交平台充
斥搜尋大麻的關鍵
字。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攝

■在網上明碼
實價售賣大
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