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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破獲本港歷來最大宗冒牌口罩案。日

前根據舉報搜查元朗一個儲存倉庫，檢獲約

10萬個仿真度頗高，但品質存疑的懷疑冒牌

N95醫療級別口罩，估計市值約300萬元，

行動拘捕一間貿易公司負責人。海關已將部

分貨物送往化驗，以確定其實際防菌功能、

佩戴效果等，並相信這批冒牌口罩將轉售往

海外，未有流入香港市場。

海關檢10萬個冒牌N95口罩
市值約300萬公司負責人被捕 疑轉售海外無流入港

「黃絲」KOL、所謂化學專家K
Kwong（鄺士山）上個月話台灣SOLIS
口罩質量有問題，之後改口話係啲「假
貨」質量有問題，甚至轉發埋SOLIS聲
明，叫大家要「買正版」，但對方唔諗

住畀佢過骨，今個月8號發咗律師信畀佢。件事俾人揚咗
出嚟之後，K Kwong噚日就喺facebook出post，唔開名
話「來自台灣的某正版口罩」0.3微米嘅過濾率低於30%
喎。有網民好抵死咁問︰「K sir人地（哋）出左（咗）
信，你吾（唔）怕真係要上court（法庭）？」
K Kwong上月13日係威係勢話SOLIS抗疫功效存

疑。當時，SOLIS發聲明反擊，寸爆咁叫K Kwong
「請用專業及科學的方法檢測本公司的口罩」。唔知
係咪因為見到對方咁認真，K Kwong之後改口自己
可能係驗到「假貨」，但SOLIS都回應話︰「我們根
本沒有所謂的假貨喔。」
正當大家漸漸遺忘件事，SOLIS前日出post話仲未
收到K Kwong嘅回覆，「不得不採取下一步法律行
動捍衛我司的名譽」，再貼埋今個月8號發畀K

Kwong、要求佢道歉賠償嘅律師信出嚟。不過喺俾媒
體報道完後，SOLIS就唔知咩原因刪咗post嘞。
K Kwong再次因為台灣口罩見報，佢噚日喺fb出
post話有「老友」嘅「獨立數據」，話「來自台灣的某
正版口罩」1微米嘅過濾率有95%，但0.3微米嘅過濾率
低於30%喎，仲叫大家自己選擇。喂阿哥，之前唔係你
轉發SOLIS聲明叫人「購貨請買台灣正版」㗎咩？

支持者「力撐」冇得縮
雖然K Kwong已經係似有還無咁還拖，但唔少K

Kwong支持者就推到佢冇得縮，「Sam Ng」話︰
「企硬唔好道歉，唔好以為出封律師信就可以嚇倒專
業人士。」「Siu Wai Chan」亦話︰「係呀！一封律
師信之麻(嘛)，嚇鬼咩！博士有晒証（證）據同數
據，使驚佢！」
「Bang Bang Lin」 就 叫 K Kwong ︰ 「 開 名

please。」但K Kwong好多人都有覆，就冇應佢嘅開
名請求，原因就大家諗嘞。
有啲人明顯唔受K Kwong呢套，「Mi Mi」反問︰

「（獨立數據）同你自己check（檢測）未又係一樣
性質。有乜分別呢？可信性一樣成疑喔。」「Wok
So」亦好抵死咁問︰「K sir人地（哋）出左（咗）
信，你吾（唔）怕真係要上court（法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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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圈」不單止生意種
類豐富多彩，醜事都係鑊
鑊新鮮鑊鑊甘。近排網媒
「輔仁媒體」總編容樂其
撰文爆出一名「黃絲」少
女喺首次「下海」期間，

以為搵到一個「同路人」恩客包佢月，大家
開開心心gathering，點知「同路人」恩客自
己嘆完就走數，搞到個少女失咗身又無皮肉
錢收，「黃上黃」嘅生意都黃咗，惟有向社
工求助兼報警，真係唏噓。
喺「黃圈」被呃非一日之事，無奈都仲有
「黃絲」冇腦嘅相信所謂「同路人」。容樂
其喺佢主理嘅網媒「輔仁媒體」上撰文話，
「黃色經濟圈」一個比較顯著嘅特點，就係
強調「做同路人生意」，仲爆料話自己日前
聽到一單個案，有個「黃絲」妙齡少女下海
做「兼職女友」賺皮肉錢，從某啲渠道遇到

自稱「黃絲」嘅恩客，「少女第一次收錢
做，佢不虞有詐提供服務，對方開頭好『梳
爽』話月包佢。可能以為遇到『同路人』，
對方更加係豪客，單生意佢做起上來特別落
力。」

完事後少女沖涼騙徒即逃
一切望落去都好正常，但呢位鍾意做「黃

上黃」嘅「同路人」老細手中財力應該唔係
口中所講咁雄厚，所以口中講包少女月，但
少女叫佢找數就顧左右而言他，「少女仲係
好單純，兼且真係以為對方『同路人』，就
同意做完先收錢……完事之後少女去沖涼，
點知騙徒就喺呢個時候逃之夭夭。」少女呢
鋪真係蝕到入肉，既失身又無金收，更將一
顆芳心信錯「同路人」。
面對呢種情況，少女後來先知道對方係用

俗稱「太空卡」嘅唔上台電話號碼同佢聯

絡，可惜一切已經太遲，惟有搵社工幫手同
報警，因為「以虛假藉口令他人同佢發生性
行為，已經屬於強姦，刑事罪行只可交由警
察調查」。
容樂其就話「黃圈」「已經呈現大有大
呃，細都照呃嘅情況」，又冇啦啦講其他：
「612基金竟然本身係以『支援被捕』為籌款
理由，轉眼間可以資助律師出糧，真係賊性
盡顯。喺度真係要呼籲年輕人，求職心切人
之常情，但都要做多啲野保護自己。」
容樂其其後喺自己facebook專頁轉發自己

文章時亦多加一句，「問心，皮肉錢都呃真
係好賤，打着（住）『黃絲』旗號嘅賤人真
係好多，年輕人真係要小心。」不過成日以
為「黃」即「正義」嘅「黃絲」聽得明，就
唔叫「黃絲」啦。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家好

「黃」少女首下海 遭「同路人」恩客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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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 少
「黃絲」
做嘢不嬲
都係為咗
取 悅 自

己，滿足自己「救世」
嘅心態嘅啫，包括成日
攞在囚及被收押嘅「手
足」嚟搏關注，但就俾
人發現有人探監時講埋
晒啲「劫獄」言論，累
到個被探「手足」入咗
「逃犯名單」，老豆過
身都冇得出去鞠躬。有
同路人就揶揄啲豬隊友
心態係「無成本點解唔
玩」，但有「黃絲」就
反問如果「人人係逃
犯」，懲教署會點做
呢？唔知班在囚「手
足」見到呢句驚唔驚
呢？
「黃絲」成日扮關心
在囚及被收押嘅「手
足」，事實上就次次都
跣到佢哋攤攤腰。之前

「黃絲」搞埋啲「和你寫」嘅寄信
活動，「熱狗（熱血公民）」立法
會議員鄭松泰就爆料話，因為有人
寫話要「劫獄」，累到「一位在囚
人士」俾人調咗去最高設防級別嘅
監倉，咁啱當時就有「獨人」梁天
琦調監倉嘅消息，但都有媒體話同
聖誕卡無關。一向啱聽先入耳嘅
「黃絲」當然唔會認衰，各個鬧鄭
松泰搞分化，又要同佢割席。
早兩日，「熱狗」鄭錦滿又重提
件事，因為「歷史重演」喎。事源

積極參與「和你寫」「和你探」嘅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出
咗個post，提醒啲「探監師」「探
監的時候，不要信口雌黃，噏得就
噏」︰「已經不止一次收到在囚人
士求助，因為某年某月某日，朋友
探監的時候，說笑要劫獄，結果被
保安組調查，更被放進『逃犯名
單』（escapee list）之中。」而「逃
犯名單」即係保安組主理嘅名單，
一經放入，會被提升監管級別。

累「手足」不能出外向亡父鞠躬
邵家臻又爆出最慘嘅係有「手

足」老父今年3月突然因病離世，
「父子關係好，想出外向老父鞠
躬，就是因為e list而被拒。囚友痛
不欲生，只能晚晚為老父念經，以
及找我求助希望在政策上能夠有一
點鬆動。」
鄭錦滿就話今年3月「熱狗」探

監時已經發現相關問題，仲牢騷滿
腹話：「當時好心提醒大家，但係
被泛民、『黃絲』抹黑話我哋為咗
叫停『和你寫』而講大話、搞分
化。」佢仲上載邵家臻同鄭松泰主
旨相似嘅帖文嚟打班「黃絲」臉
。
有啲「黃絲」終於不滿嗰啲口沒
遮攔嘅「豬隊友」。「Henry
Wan」話：「啲人又係覺得『無成
本點解唔玩』。」「許平斯」就不
滿：「探你變成害你，不如不
探。」「David Li」竟話：「如果
人人是逃犯，懲教署點做……」在
囚同被收押嘅「手足」都係自求多
福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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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貴一般口罩25倍
海關檢獲的冒牌口罩，為偽冒「3M」牌子的

「1860 N95」型號，每盒20個包裝。海關指出，醫
療級別口罩，除有一般外科口罩過濾病毒及細菌功能
之外，還可以防止液體飛濺傳染細菌，以及有效可過
濾經空氣傳播的懸浮粒子，用家多數是醫院或醫療機
構員工，售價亦比一般口罩貴約25倍，相信有不法
分子覷準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緩和，遂偽冒高價的
口罩型號往海外市場轉售圖利。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謝國強表示，早前

接獲舉報指有公司懷疑售賣冒牌的醫療級別口罩，深
入調查後，本周三搜查元朗一個儲存倉庫，共檢獲約
10萬個懷疑冒牌口罩，同日再搜查新蒲崗一間貿易公
司及九龍城一住宅單位，拘捕涉案71歲貿易公司男負
責人扣查。

冒牌罩文字編印相當模糊
謝國強指，涉案冒牌口罩不論顏色、尺碼或橡筋釘
裝等細節位置，都與正貨十分相似，但只要細心分辨
仍不難分別真偽，當中正貨的文字編印相當清晰，冒
牌口罩的文字編印則相當模糊。同時，冒牌口罩的厚
薄與正版有輕微差異，海關已將冒牌口罩樣本送化驗
所檢測，以確定含菌量及對人體安全性等問題。
海關相信，該批冒牌口罩不是在本港生產，根據其

偽冒的型號、標準及數量估計，不法分子計劃將冒牌
口罩轉售至海外圖利；相信亦未有流入香港市場，現
正追查其來源及銷售地點。
海關版權及商標一般調查組指揮官曾建邦表示，海
關由今年1月27日展開「守護者」行動，主要針對防
疫產品作巡查及執法，其間共出動6,000人次及巡查市
面3.8萬個零售點，並且就17宗涉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13宗涉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案件進行調查，合
共拘捕80人；行動至今，海關已共檢獲約600萬個外
科手術口罩、314支消毒酒精及23支生理鹽水證物。
海關重申，會繼續嚴厲執法，與相關商標持有人緊
密聯絡、密切監察市場情况，積極打擊涉及冒牌防疫
產品的活動。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銷售或
售賣冒牌物品屬違法行為，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
50萬及監禁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4名大專女
生墮入假冒內地公安電騙陷阱，因要「洗脫
罪嫌」而被騙徒招攬作「特務」，持假證和
文件登門向電話騙案受害人收錢，騙取4名受
害人達820萬元。其中一名銀行分析師被騙
720萬元，年紀最小的15歲受害人被騙逾20
萬元。4人日前被警方拘捕。
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捕的4名女生，
年齡介乎19歲至21歲，其中兩人就讀理工大
學，一人在台灣讀大學，另一人讀港大進修
學院，4人互不認識，但全是先被騙後犯案。

4女先被騙 被迫做「特務」
警方調查發現，她們早前分別接獲自稱
「內地公安」的騙徒來電，訛稱她們牽涉刑
事案件，為證明她們自身的清白，須交出在
香港的網銀戶口資料，及要做「特務」協助
「查案」，其中一女更向騙徒交出照片，由
騙徒偽造公安工作證。
今年在4月至9月期間，警方接獲兩男兩女
年齡介乎15歲至74歲的市民報案，指分別收
到說普通話的騙徒電話，對方自稱「內地執
法人員」，訛稱報案人於內地干犯嚴重罪
行，要求報案人交出金錢或其銀行戶口密碼
以示清白，並派女「特務」登門出示「拘捕

令」和「財產凍結令」。4名市民被騙款項由
3萬元至720萬元不等，有受害人被騙長達5
個月，被騙達7次，後來問家人借錢才揭發事
件。

4案涉款820萬
首宗案件發生於4月23日，受害人在葵涌
葵盛東邨住所接獲騙徒電話，對方自稱內地
執法人員，指稱受害人干犯嚴重罪行，需要
用錢證明清白，受害人驚慌下跟隨女「特
務」前往銀行提取3萬元。
第二宗案件發生於4月24日，住粉嶺昌盛
苑的受害人，接獲與第一宗案件類似的騙徒
電話，並由兩名女「特務」陪同往銀行提取
了73萬元。
8月 15日，27歲在銀行任職分析師的男

子，在油麻地港鐵站收到騙徒電話，要求他
回到佐敦家中等候女「特務」上門出示「拘
捕令」，「特務」令受害人交出銀行戶口號
碼及密碼。其後，受害人發現銀行戶口內的
720萬元被轉走。
第四宗案件發生於9月21日，15歲受害人

在秀茂坪安達邨家中收到同樣內容的電話，
女「特務」上門向其收取3,800元人民幣後，
再轉走其銀行內20萬元。

警方於前日採取行動，分別在九龍城、黃
大仙、紅磡及將軍澳拘捕4名女「特務」，檢
獲犯案時所穿衣物，以及電話卡、USB記憶
棒及偽造的內地執法文件等證物。有疑犯於
警誡下承認向受害人取錢、押送受害人往銀
行取錢等，警方相信案件最少牽涉兩個電騙
團夥。
警方呼籲市民如有任何自稱內地政府或執

法機構，要求事主交出銀行戶口及密碼、個
人資料或匯款到指定戶口等，均為詐騙，應
立即掛線。市民亦應提醒身邊長者，如有懷
疑可致電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24小時熱線
18222查詢

警破電騙案拘4女學生

■K Kwong出post指「來自台灣的某正版口罩」1微
米嘅過濾率有95%，但0.3微米嘅過濾率低於30%
喎。 fb截圖

■鄭錦滿
上載邵家
臻及鄭松
泰主旨相
似帖文嚟
打班「黃
絲」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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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貨口罩(左)的文字編印相當清晰，冒牌口罩(右)的文字編印相當模糊。

◀海關破獲歷來最大宗冒牌口罩案，檢獲約10萬個懷疑冒牌「3M」醫療級別口
罩，市值約300萬元。

■警方在被捕電話騙徒家中檢獲偽冒證件、
文件及電話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