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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徒出沒！日薪$3800聘清潔工
葵涌邨疫情大爆

發，多座樓宇被圍封強
檢，屋邨清潔人員嚴
重不足，疑有不法之
徒 趁 機 利 用 通 訊 軟

件，發出虛假招聘廣告
詐騙市民。

繼23日網上瘋傳一則日薪1600
元聘請 「葵涌邨朝8午4清潔消毒員」
訊息後，昨日再出現一則以 「誇張
價」 日薪3800元聘請 「葵涌邨清潔
消毒員」 的訊息。現時承辦葵涌邨清
潔工作的公司表示，從沒有發出相關
招聘廣告，提醒市民勿墮詐騙陷阱。

大公報記者 王 華

葵涌邨承辦商：從沒發此廣告 切勿上當

網傳垃圾桶旁派飯 醫生憂間接播毒

花墟人車爭路 明起實施管制

▲今年年宵花市取消，大量市民轉移到旺角花墟等一帶購買年花，令人
車爭路情況加劇，十分危險。 大公報調查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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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
繼葵涌邨防疫工作人員亂棄掉防護
裝備後，網上再流傳防疫人員派飯
盒時，將飯盒放置在樓層的垃圾桶
對面，飯盒與垃圾距離不足一米，
反映派飯人員的衞生及防疫意識薄
弱（見圖）。有醫生形容情況不理
想， 「他們整理飯盒時，保護衣已
接觸到垃圾，有機會污染到飯
盒」 ，病毒或間接經飯盒傳播。

該影片長達59秒，只見五名防
疫人員正在將飯盒放置在樓層垃圾
桶附近，他們在搬動及整理飯盒箱
時，來回晃動間保護衣角碰觸到身
後的垃圾，其中一人拆開紙包飲品
後，直接將紙皮拋進垃圾桶，又沒
有消毒雙手，再接觸飯盒，飯盒表
面或被污染。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看
過影片後表示，防疫人員在垃圾桶
附近準備派飯工作並不理想，飯盒
距離垃圾太接近或會被污染，病毒
可能在派飯過程傳播。梁說當務之
急是做好檢測工作，市民需要消耗
大量時間排隊檢測，居民住在自己
居所，質疑是否必須逐家逐戶派發
熱飯。他認為政府應善用人手，集

中火力做好檢測，膳食可考慮改為
居民排隊檢測後，獲發米袋、罐頭
等乾糧，可減少接觸，降低傳播風
險。

看過影片的醫學會傳染病顧問
委員會聯席主席陳以誠亦認同派飯
情況不理想，防疫人員應將飯盒放
置在走廊兩邊，而非在垃圾桶旁，
避免飯盒被污染。 「垃圾桶放在電
梯位好奇怪，不應是在後樓梯嗎？
樓層大堂空氣流通不好」 ，他建議
相關部門應檢視垃圾桶的位置，改
善環境衞生。」

趁疫
行騙

▲▶早前瘋傳一則日薪1600港元
聘請 「葵涌邨清潔消毒員」 的廣
告，昨日再有一則同類的廣告，
出價更高達3800元。

▼葵涌邨多座樓宇進行圍封
強檢，清潔人員嚴重不足，
不單環境惡劣，更令壞人有
機可乘。

【大公報訊】調查組報道：今年的年宵
花市取消，大量市民轉到旺角花墟等一帶購
買年花，不少人駕車前往，加上不少花商將
貨品擺出行人路及馬路，令環境更加擠迫，
有市民被迫行出馬路，致人車爭路險象環
生。警方已宣布明日起在花墟一帶實施人流
及交通管制措施。大公報記者昨日到花墟一
帶觀察，園藝街至洗衣街的一段太子道西，
行人路上 「人撞人」 。

大公報記者上周到花墟觀察時，目睹一
名女士推着嬰兒車途經，被迫要行出馬路，
並與馬路上的車輛擦身而過，險象環生。該
女士向記者說： 「我明白花商係要靠最後呢

一個星期衝刺賣花，係擠迫啲。」 行車方
面，部分大型貨車未能順暢通過，令現場交
通擠塞。

市民倡設行人專用區
昨日大公報記者再到現場，見花墟人流

較上周明顯增加。市民黃小姐說： 「好逼
呀！以為係同一個方向行，點知有人逆流而
上。」

記者見有花商將貨品放到店舖外的行人
路上擺賣，有花商則在行人路與馬路邊之間
擺檔，令原本闊逾三米的行人路，變得只剩
約一米。有市民駕車到花墟買花，將車輛違

例停泊路邊，令花墟迫爆情況更嚴重。有市
民認為，應將花墟附近一些道路改為行人專
用區，禁止車輛駛入， 「最危險係揸車嚟買
花嘅人，佢哋一開車就對路人構成危險，我
贊成設行人專區」 。

警方前日宣布，預計會有大量市民湧到
花墟，所以由明天（年廿五）至下周二（年
初一），在花墟實施人流及交通管制措施，
以確保市民大眾的安全。屆時，花墟道、園
圃道、園藝街及太子道西會封路，只容緊急
車輛駛入，花商車輛只可在指定時間駛入落
貨等。警方會與港鐵合作，太子站A及B1出口
在有需要時改為只准出不准入。

社交媒體昨日瘋傳一則聘請 「葵涌邨清
潔消毒員」 的訊息，內容顯示工作時間為早
上8時到下午4時，日薪高達3800元，並即日
出糧， 「需要打兩針」 ，名額40人。該廣告
又強調不是在 「中招」 大廈做清潔，而是該
邨其他樓宇，又聲稱若不幸被隔離也當上
班，隔離多少天也照出糧，並留有一個名叫
阿穎的聯絡電話。大公報記者致電欲聯絡阿
穎，惟多次都表示電話正在使用中，無法聯
絡對方了解情況。

疑騙取個人資料
而近乎相同招聘條件的另一個招聘訊

息，於23日亦在網絡上瘋傳，內容聲稱以高
出市價的1600元聘請 「葵涌邨朝8午4清潔消
毒員」 ，同樣標榜即日出糧，更包兩餐和交
通接送，工作地點亦不是 「中招」 大廈，而
是該邨其他樓宇，但要求應徵者接種兩劑新
冠疫苗。招聘短訊同樣提到，若不幸被當密
切接觸者而須隔離亦當工作，隔離期照有糧
出。由於招聘廣告中提供的聯絡電話無人接

聽，未能證實廣告的真偽。
有傳媒報道指出，有求職者看到類似的

廣告後遞交了個人身份證、針卡紀錄等資
料，惟對方卻回覆稱 「請夠人」 ，求職者此
時才擔心有詐，質疑對方騙取求職者的個人
資料作借貸之用。《大公報》透過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恒鑌聯絡現時承辦葵涌邨清潔工
作的 「利興環境服務公司」 了解，該公司表
示，從沒有發出相關的清潔消毒員招聘廣
告。陳恒鑌認為，不排除有騙徒趁疫情嚴峻
渾水摸魚犯案。

警方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葵涌
區暫未接獲相關的招聘詐騙報案，但會密
切留意。警方發言人表示，網上經常有
「搵快錢」 等求職陷阱，以騙取受害者

的個人資料如香港身份證號碼及信用卡資
料等，繼而進行不法交易。警方呼
籲市民如遇到不需經驗便可賺取高
報酬的招聘時應要留意，若遇上
不用面試但要提供大量個人資料
亦應留意，免招致損失。

掃一掃
有片睇

與夏博義們劃清界線

龍眠山

大律師公會日前改選理事會，資
深大律師杜淦堃在無競爭下當選新一
屆公會主席。新人事，新作風，人們
對大律師公會徹底 「去政治化」 、回
歸專業正軌，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同
時也不無疑慮。

大律師公會主席每年一選，慣例
是連任一屆。上任主席夏博義只做了
一屆就灰溜溜離任，成為異類。並非
夏博義不想連任，而是他根本就不
配。身為英國人而且是英國政客的
他，沒資格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的主
席，他的主席之位原來就是靠瞞靠騙
得來的、是不正當的。更惡劣的是，
夏博義剛當選就狂言修改香港國安
法，肆意挑戰全國人大的權威，更為
黑暴分子背書，狂妄至極。一年來不
僅喪盡民心，亦嚴重損害公會的專業
形象和業界的利益，大律師公會被一
度推向生死存亡的邊緣。

公會此次改換領導層是好事，但
要清醒看到的是，夏博義退場不代表
大律師公會就會自動撥亂反正。該會

一向被視為 「黃色堡壘」 、公民黨
「附庸」 ，反中亂港勢力盤根錯節。

例如人稱 「李漢奸」 的李柱銘、鼓吹
「暴力有時候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的

梁家傑、號稱 「人權大狀」 的戴啟思
等，都曾出任公會主席。因率先鼓吹
「港獨」 而洋洋得意的吳靄儀，還曾

做過多屆法律界議員。這些人絕對不
會輕易放棄公會這個重要平台，今後
勢必以各種手段牽扯、阻撓公會撥亂
反正，延續其影響力。

事實上，公會暴露出來的嚴重問
題，決不止於夏博義一人；夏博義悻
悻下台了，但 「夏博義們」 仍在，其
流毒不會自動消除。公會面對不少挑
戰，撥亂反正可謂任重道遠。

新任公會主席杜淦堃表示，公會
是專業團體，不應處理政治事宜，他
有信心在接下來的日子與特區政府及
中央密切溝通。公會新領導層展現與
「夏博義們」 切割的態度，是一個好

的開始。但能否真正做到，
還要聽其言、觀其行。

人人都應該為抗疫出一分力
為應對春節期間爆疫樓宇的圍封

強檢行動，特區政府近日透過退休後
服務合約計劃，以短期或兼職形式徵
召退休的紀律部隊人員，反應踴躍，
更有不少人表示不計報酬自願參與抗
疫行動。紀律部隊曾以血肉之軀抗擊
黑暴，如今又義無反顧奮戰在疫情前
線，令人感動。事實上，抗疫是眾人
之事，需要人人出力，眾志成城，方
能打贏這場 「疫戰」 。

葵涌逸葵樓早前爆疫，不料竟然
因為臨時找不到一百多人參與封樓強
檢，令有關行動遲了一天，貽誤切斷
傳播鏈的重要時機。這一事件凸顯香
港過去兩年在抗疫方面的 「短板」 ，
即抗疫過分依賴特區政府及少數部
門，未有充分動員民間力量。其實，
許多香港市民非常願意為抗疫出力。
事實上，市民參與抗疫形式可以多
樣，除了做義工外，自覺打針、配合
檢測及 「禁足令」 、盡量減少公眾聚
集活動、出入食肆主動掃 「安心出
行」 、密切接觸者如實報告過往行蹤

等等，都是為抗疫貢獻一分力。
接種疫苗是為抗疫出力的最基本

方式，這也是盡公民責任。香港開展
接種計劃已一年，但迄今打了第一針
的剛及全民七成，打了兩針的佔六成
多，打加強針的只有一成多，這樣的
接種率無法令人滿意。特別是長者接
種率低，70歲以上只有三成六，最需
要保護的弱者未能得到充分保護，成
為抗疫最大軟肋。

香港社會已出現抗疫疲勞症，近
日有人主張放棄 「清零」 ，走 「與疫
共存」 之路。這種主張完全脫離香港
現實，香港接種率低，冒然效法西方
的 「與疫共存」 ，何異於草菅人命！

但另一方面，三成未接種的市民
也 「綁架」 了已經接種的七成市民，
也是不爭的事實。接種之初，人們有
各種各樣的疑慮尚屬情有可原，但在
全球已接種百億劑次疫苗、事實證明
疫苗安全且有效防止死亡及重症的情
況下，仍然有人非關身體原因而拒絕
接種，這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法國

總統馬克龍曾批評拒絕接種者 「沒有
資格做法國人」 ，雖說引發爭議，但
也引起不少人的共鳴。

特區政府展現了足夠的耐心，等
待未接種者改變想法，但等待不能無
了期。為今之計，早日擴大 「疫苗氣
泡」 覆蓋範圍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同
時也不必等到下月底。外國經驗早已
證明， 「疫苗氣泡」 具備兩大功能，
一是在社會形成抗疫屏障前，最大限
度地維持社會運轉和商業活動；二是
通過限制未接種者的行動自由，促使
其早下決心。萬一 「疫苗氣泡」 仍未
奏效，就需要考慮採取更進取的措
施。

愈來愈多人希望特區政府下定決
心，以更果斷、更有效的措施，大力
推進接種率，不能因為少數人的抗拒
而妨礙抗疫大局、犧牲大多數人的利
益，在這方面已有清晰且強大的民意
基礎。行政長官林鄭昨日表示將用更
強措施擴大 「疫苗氣泡」 ，我們希望
愈快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