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騙徒利用特區政府推出的「防疫抗疫基

金」資助計劃，以五大騙技弄虛作假發

「疫情財」，警方繼早前拘捕兩人涉詐騙

254萬元資助，再於上月27日及前日在全

港多區再拘捕15人，涉嫌以電腦改圖及虛

假文件資料等手法，進行47項涉及零售、

美容按摩院及派對房的資助申請，合共涉款約386萬元。據悉，被捕

者中包括有「八十後樓神」和「劏房大王」之稱的商人吳龍飛，他

涉嫌用11個工廈或商住大廈地址，貼上公司名稱的相片，訛稱在有

關地點從事零售生意，企圖作出11項共涉88萬元資助申請，但有關

單位其實是從事劏房分租生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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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後樓神」涉呃抗疫金
11個劏房單位外掛招牌訛稱零售商 圖騙財88萬元

攬炒派「醫管局員
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早前話唔建議市民參
與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更以各種理由質

疑政府無視市民嘅健康安全，又聲稱
做完測試嘅隱形病人有可能傳播病毒
畀其他做檢測嘅市民。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噚日就喺facebook度發帖揶
揄，余慧明有「特異功能」，可以用
眼睇到人體內外有冇丁點新冠病毒，
並呼籲：「余主席可以擺街站，為市
民提供另類檢測服務。」

余亂講做檢測易中招
被冠上「反智」頭銜嘅余慧明日前

聲稱，隱形病人做完測試後有陰性結
果唔代表等於健康（講緊「假陰
性」），所以呢啲隱形病人會如常搭
車返工同食飯，更有可能喺採樣時傳
播病毒，所以喺余慧明眼中，如果你
做了檢測就好大機會會被感染喎。
眼見余慧明謬論連篇，梁振英以
「余慧明有特異功能」為標籤，幻
想余慧明堅決不做檢測嘅一日，

「今早起床後，用手摸摸額頭，測
得體溫是36.2度，再照照衣櫃的全
身鏡，確定體外體內沒有丁點新冠
病毒，如常逼電梯逼地鐵上班。」
諷刺余慧明有特異功能，可以用肉
眼睇到新冠病毒，做到檢測，並呼
籲「余主席可以擺街站，為市民提
供另類檢測服務。」
網民對梁振英寸余慧明扮晒嘢叫人

唔做檢測一事感到大快人心。「Andy
Ho」笑言：「魚為明（余慧明）記得
在家中各處都應該擺放和長開紫外光
燈鏡用作殺菌之用。」「陳澤潮」揶
揄：「過去有好多特異功能嘅神人，
可以令匙羹彎曲、可以隔空取物、可
以越洋治病。余慧明可能是那神人的
弟子。」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就
批評余慧明「毒上腦」，「Scan（掃
描）病毒就唔知，毒上腦就一眼睇得
出。」

網民促醫局罰攬炒醫護
「Tina Mo」笑言呢啲服務留返畀

「手足」啦，「佢嘅『另類服務』只
適合佢啲『手足』！」；「姚德忠」

叫醫管局做嘢，「建議醫管局立即審
查此女醫護知識」；「羅玉玲」質疑
無人管下攬炒派醫護，「對搞亂社會
秩序，破壞安寧，危言慫（聳）聽的
醫護，為什麽不懲罰他／她們呢？」
「Wan Yee」促醫管局回應，「真係
好唔明！醫管局是以甚（什）麼理
由，要容忍這些與政府政策對着幹的
員工？醫管局可否回應一下？」

「珍惜」要求革除余職務
同日，「珍惜群組」到醫管局總部

請願，聲討余慧明「濫竽充數扮專
業，煽動反普檢草菅人命」的政治無
賴言行，要求革除余慧明醫管局的職
務，解除香港市民求醫威脅。「珍惜
群組」發言人李璧而認為，新冠肺炎
疫情來勢洶洶，但余慧明等醫管局員
工卻落井下石，不顧市民身體健康，
拒絕內地人員來港援助、反對「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香港市民感到十分
憂心彷徨，指醫管局不能包庇、縱容
以政治凌駕專業的員工，必須革除其
職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1
��

CY譏余慧明有「肉眼睇病毒」異能

騙子五招呃防疫基金
1）在資助計劃詳情公布後，隨即向稅務局商
業登記署申請登記新業務或為舊有業務開設多
間分店，再提供虛假資料聲稱有關業務或分店
於計劃指定日期前已營運。

2）本身有營運一些生意及業務，但因業務性
質不合申請資助類別，遂向商業登記署申請將
業務性質更改為符合申請資格的業務。

3）用經更改人數的虛
假強積金付款結算書、
甚至以家人及曾經租住
過物業的電費單或煤氣
單（見右圖）等偽造地址
證明，再提交虛假強積金付款結算書。

4）將自己租用或擁有的單位，分租給不同公
司作多項申請，同時將租金單據的單位命名為
不同號碼，令人以為是獨立單位。

5）透過以不同手法製
作虛假店面或店舖的
相片（見右圖），證明其
業務是有實體營運以
騙取資助。

香港社會正展開新冠病毒的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希望切斷隱形傳播鏈，
但個別群組或別有用心者，就不斷抹
黑計劃，搬出諸多謬論恐嚇市民。連
番洗腦下，有年輕學生慘被「感

染」，成為「抹黑病毒」傳播鏈的一員。有兩名稚氣學
生近日透過「天水圍社區關注組」，於網上發表所謂
「視察結果」，宣稱多個檢測中心位置「危害」附近人
群、有中心「服務態度惡劣」云云。真相卻原來是有
「小學雞」不滿中心人員拒絕其借筆要求，與檢測服務
毫不相干。
「天水圍社區關注組」自稱是由中小學生組成的
「非牟利機構」，兩名一臉稚氣、貌似高小至初中
男學生成員近日發起所謂「全民檢測直播講解」，
片段所見二人先後就檢測中心發表「個人意見」。

闖檢測中心在先 反責「無人情味」
其中，王姓學生自稱於檢測首日親身到天晴社區會
堂視察，宣稱有「重大發現」，聲稱該中心「服務態
度非常惡劣，人人都知」。他繼續「解說」，當日遭
遇，自爆所謂「重大發現」，其實是自己當日失驚無
神到檢測中心問保安借筆，又自把自為要求入內拍
攝，被對方拒絕即歸咎是檢測中心「無人情味」。
另一名張姓學生其後接力「發功」，宣稱部分中
心選址中小學「危害學生」、多個檢測中心鄰近人
流，經過附近「隨時無病都變有病」云云，不經思

考便將攬炒派的無理抹黑及危言聳聽照單全收，並意圖將之
散播開去。
最後兩人不忘對外宣傳其「扮傳媒」大計，聲言正籌辦所

謂「社區報」，並在直播中推舉張姓學生擔任「新聞部主
席」，極其兒戲。王姓學生又多次呼籲觀眾捐款支持，口口
聲聲「唔係強迫」，但三不五時呻窮呻苦，又謂「社區小本
生意困難」，打算聯絡「黃店」及議員辦事處安排擺放「課
金箱」，「眾籌」辦「報」資金。
事實上，兩人在直播中提到的實屬陳腔濫調，政府早已多
次在公開場合作出澄清。就所謂「檢測中心人流密」等說
法，特首林鄭月娥已經解釋，所有中心選址既會考慮有足夠
空間進行感染控制的工作，亦要同時間便民，經過衞生署的
評估，這些中心不會因為它做檢測工作而影響附近民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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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萬「假罩」供應物流署 海關拘兩人

■圖為該款涉案口罩，部分口罩以膠
袋包裝，每包有五十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海關前日就
一宗供應商向政府物流服務署供應
懷疑附有虛假產地來源標示外科口

罩的案件展開行動，涉案一名供應
商及一間運輸公司的董事因涉嫌違
反《商品說明條例》被捕。根據物
流署資料，涉案口罩有3,200萬個，
目前全部在物流署庫存，未有分發
給任何政府部門使用。海關會與物
流署緊密聯繫，檢取涉案口罩作進
一步調查。

未分發政府使用
物流署早前向案中本地貿易供應

商採購案中外科口罩，供應商聲稱
向署方所供應的口罩產地為日本。

然而，該署其後懷疑口罩並非全數
來自日本，遂於8月31日向海關舉
報。
海關隨即展開調查，發現涉案

外科口罩由一間本地貿易商經一間
運輸公司供應予物流署。該款口罩
以紙盒或膠袋包裝，每盒／包有五
十片，包裝上附有一家日本製造商
的資料，標示的原產地為日本。
初步調查發現，涉案外科口罩大
部分並非在日本生產，與聲稱不
符。
海關人員遂於前日展開行動，分別

搜查涉案貿易公司位於長沙灣及葵涌
的兩個辦公地點，並拘捕該公司一名
39歲男董事。調查發現，涉案貿易公
司與一間運輸公司共同佔用上述位於
葵涌的辦公地點，海關人員昨日亦於
該處拘捕了運輸公司的一名47歲女
董事，兩人現正保釋候查。行動中，
海關共檢取了四部電腦作進一步調
查。
同時，海關亦已安排涉案口罩樣

本送交化驗所作菌落總數安全測
試。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會有
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有害群之馬涉嫌
騙取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
員邵家輝予以強烈譴責：「呢啲錢（防疫抗疫基金
的補助）係用嚟救命嘅、用嚟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從
業員，如果係唔合適、唔應該、唔合法申請嘅人，
希望佢哋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因為有晒所有記錄，
很容易將佢哋逮捕歸案。」
在騙案中，有人冒認為按摩業經營者申請資助，
按摩業總會主席周鎮宇表示，不太擔心政府因此收
緊基金的申請及審批程序，並相信政府的辦理能力
能夠分辨騙案。
他續說，業界曾向他反映申請基金的過程嚴謹，

要求提供完整的營業、員工等資料，不容易瞞天過
海，「所以真正的經營者申請時，就好花時間，有
啲業界停咗業都唔知點計，唯有將手頭上所有資料
交晒畀政府處理。」

業界信政府審批力

被捕15人包括13男及2女，年齡介
乎31歲至61歲，分涉「欺詐」以

及「企圖欺詐」罪名。據悉，被捕者分
別報稱為商人、地盤判頭、保安員、退
休人士及無業等，涉嫌利用虛假文件及
資料合共提交47項資助申請，當中38
項為零售業資助申請，其餘9項則為美
容院、按摩院及派對房間的資助申請；
其中3項申請已經獲批，涉及金額24萬
元，警方已將兩涉案戶口凍結。

15人涉詐案 涉款386萬
據了解，其中一名涉案被捕男子，是

人稱「八十後樓神」的吳龍飛（40
歲）。警方調查顯示，有騙徒以印有公
司名稱的A4紙「招牌」或易拉架，放在
工廈或他人住宅鐵閘門外，並拍攝相
片，充當是自己零售業務的辦事處，並
申請資助。消息稱，吳在資助計劃詳情
公布後，用11個工廈或商住大廈地址，
以上述手法訛稱在有關地點從事家居用
品的零售生意，企圖作出11項、每項8
萬元的資助申請。警方調查發現，吳用
來申請資助的有關單位，其實是從事劏
房分租生意。
同時，有騙徒則將其業務招牌放置到
他人的店舖內拍攝相片，訛稱為自己的

店。據悉，有報稱商人的32歲姓柯被捕
男子，以協助他人申請資助為名騙取其
他人公司及業務資料，再用自己招牌放
在店舖內影相，後連同騙得的資料作為
自己公司作出5項申請，企圖詐騙40萬
元。

有人改網圖扮自己舖
警方指出，騙取資助計劃方法主要可歸

納為五大類（見表），其中「改圖」製作
虛假店面最「求其」，有聲稱從事鐘錶零
售生意的疑犯，提交圖片作證明，但其實
相片是從網上尋找一張鐘錶店相片，稍作
修改佯裝成自己店舖，而真正的鐘錶店是
位於泰國，申請人只是下載圖片將招牌修
改，連相中人也未有作改動。
有自稱從事建材零件的騙徒，則將在

大型連鎖傢俬店內拍攝相片以電腦改圖
加上自己公司的招牌，作為申請資助的
證明，但只要放大相片便發現相中連鎖
傢俬店的招牌被抹掉痕跡。
政府昨日公布，第一輪「防疫抗疫基

金」下推出的「零售業資助計劃」及第
二輪基金下推出的「美容院、按摩院及
派對房間資助計劃」的審批工作已經完
成，兩計劃合共批出超過60億元資助。
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葉永林表示，基

金秘書處及代理人會全面審查所有資料
及文件，確保批核決定是合理及一致，
更會對已批核個案進行抽查，如有懷疑
會轉介予警方調查；市民不要因一時貪
念而違法。
他強調，政府推出資助計劃目的，是

希望減輕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對於有不
法之徒藉這機會企圖詐騙資助的行為，
警方予以強烈譴責，必會深入調查將犯
案者繩之以法。
根據資料，今年7月7日警方拘捕兩
名分別48歲姓唐男保安及48歲姓周無
業男子，涉嫌以虛假資料提交41項資助
申請，包括2宗零售業，37宗美容院及
2宗派對空間申請，訛稱業務於計劃訂
明的日期之前已營業，企圖詐騙254萬

元。雖然有關申請有提交商業登記，但
登記地址無相關的業務進行，或從未被
租用。

■有學生直
播 抹 黑 普
檢。
直播截圖

■梁振英揶揄余慧明「有特異功
能」。 fb截圖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大批申請文件。

■警方商罪科講述騙徒的手法。

■「珍惜群組」成員到醫管局請願，促
革除余慧明職務。

■有騙徒用相片和廣告牌作為實體業務
的證明。

■「80後樓神」吳龍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