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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派警員定點巡邏 專家不樂觀：對蒙面賊
「無符」
無符」
● 一群蒙面人上周
走入加州一間珠寶
店盜竊。 網上圖片

● 沃爾納特克里克
「快閃劫案」引
起關注。 網上圖片

美搶劫潮 停不了
美國多地近日出現集體搶劫浪潮，其中加州繼沃爾納特克里克上周發生
一宗 80 名劫匪「快閃式」搶劫案後，洛杉磯一間百貨公司周一亦遭至少 18
名劫匪搶劫。在美國即將展開感恩節後年底購物旺季之際，此類大規模搶
劫案件無疑對零售商造成重大打擊，加州政府已宣布會增派警員在商場巡
邏。專家指出，加州早年調高搶劫的重罪門檻，很多劫匪即使被捕也無須
面臨重刑，是導致當地相關罪案頻生的原因之一。
Nordstrom
洛杉磯警方表示，當地一間
百貨公司於周一晚遭至少 18 人搶劫，

警方已拘捕 3 名疑犯。除洛杉磯和沃爾納特
克里克外，海沃德和三藩市上周也分別出現
集體搶劫案件，劫匪均是闖入店內快速洗劫
商品後逃去。伊利諾伊州芝加哥上周也有14
名劫匪闖入一間路易威登（LV）奢侈品商
店，搶走總值超過 10 萬美元（約 78 萬港
元）的手袋和其他商品。

現象非罕見 年損失達 5000 億
專家表示，節日購物旺季前夕發生搶劫
案，在美國並不罕見，這段時間零售店內通
常準備充足存貨，以滿足顧客需求，劫匪因
此看準這個時機搶劫，近年搶劫個案更有增
加趨勢。非牟利組織「執法及零售聯盟」主
席杜根指出，此類有組織性的集體搶劫案，
每 年 對 零 售 商 造 成 高 達 650 億 美 元 （ 約
5,068億港元）損失。
加州州長紐瑟姆周一表示，在與零售商代
表商議後，決定在搶劫案熱門發生地點加強
警力。為打擊集體搶劫活動，紐瑟姆在 7 月

已簽令成立特別調查小組，專責處理相關案
件。但前執法官員、保安諮詢公司 Intelligence Consulting Partners創辦人伊利亞迪斯
表示，很多劫匪在行動時會戴上面罩或頭
套，執法人員難以辨認他們的身份，加上警
方資源有限，搶劫案很多時不會被視為優先
處理案件。

定罪門檻高 如同鼓勵犯罪
加州在 2014 年為紓緩監獄擠迫情況修
例，將搶劫案的重罪門檻，從原來被劫商品
總值 500 美元（約 3,900 港元），調高至 950
美 元 （ 約 7,400 港 元 ） 。 保 安 諮 詢 公 司
SRMC總裁比爾表示，在劫匪看來，這意味
「搶劫的好處大於風險」，若被警方拘捕，
只要商品總值不超過 950 美元，也只會被判
輕罪，提高觸犯重罪門檻等同鼓勵他們犯
罪。
伊利亞迪斯還指出，現時網上交易平台發
達，加上缺乏監管，劫匪可輕易在網上銷售
贓物，也進一步助長搶劫活動。
●綜合報道

演習撞小行星救地球
美探測器成功升空

● 探測器成功
發射。 法新社

美國太空總署（NASA）前晚成功在加州范登堡太空基地發
射探測器，正式展開名為「雙小行星重定向測試」（DART）
的任務，將嘗試用探測器撞擊一顆小行星，以改變其運行軌
道，測試防禦小行星等潛在危險物體撞擊地球的能力。
今次發射的探測器由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獵鷹 9 號」
火箭搭載升空，選定一對圍繞太陽運轉的小行星作為實驗對
象，其中較小一顆小行星直徑約 160 米，屬於環繞較大一顆直
徑約780米小行星飛行的衛星。探測器飛行約10個月後，將於
明年 9 月在該小行星系統距離地球約 1,100 萬公里處，以每秒
6.6 公里速度撞向較小的小行星，撞擊預計可將小行星軌道周
期縮短約 4 分鐘，屆時可透過地球上的雷達儀器觀測到相應變
化。
多數撞向地球的小行星由於體積細小，會在大氣層中分解。
目前已知約 1 萬顆直徑大於 140 米、撞擊威力相當於核彈數倍
的近地小行星，預計未來 100 年內撞擊地球的幾率極低。
NASA 強調，小行星撞擊地球的風險理論上確實存在，DART
任務目的是改變此類近地小行星軌道，避免其造成嚴重破壞。
●綜合報道

● 模擬圖片顯示
探測器高速奔向
小行星。 網上圖片

旺季害慘零售
人心惶惶
顧客避去促銷活動

美國明天迎來感恩節後的「黑色星期五」，商店均展開促銷
活動，民眾亦紛紛搶購貨品。然而近日各地頻頻發生商場搶劫
案，導致人心惶惶，有民眾為保障自身安全，選擇避免在晚上
外出購物，也有人表示即使商店舉行促銷活動，今年也不打算
到實體店購物。

● 芝加哥一間奢侈商
店被劫去價值逾 10 萬
美元商品。 網上圖片

● 有商店索性釘上圍
板自保。
網上圖片

商店木板圍封櫥窗
加州三藩市聯合廣場上周五發生集體搶劫案後，州內不少店
舖在周末期間用木板圍封櫥窗，避免遭搶劫。周一清晨在普萊
森頓，有 9 名劫匪試圖進入商場偷竊，但因店舖已關上閘門，
因此未有造成損失。有在商場購物的顧客表示，近日發生的多
宗搶劫案令他們提高警覺，擔心在光顧商舖時會遇上劫案。
為吸引更多顧客，部分零售店打算將促銷活動延長至聖誕假
期。奧克蘭前警察局長喬丹表示，執法當局應盡快鎖定和追捕
疑犯，以免再有零售店成為搶劫目標。
●綜合報道

美家庭勒緊荷包 感恩節燒雞代火雞

● 有慈善團體堅持
贈送火雞。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
倫多報道）美國今日迎來百物騰貴的感
恩節，貴為感恩節主角的火雞身價暴
漲，整隻冷凍火雞的價格較去年上升
20%創歷史新高，主要由於美國冷藏禽
類存貨量遠低於正常水平，一些超市更
一早售罄較細隻的火雞及火雞胸肉。根
據估算，一個四口之家預計至少要花費
27 美元（約 210 港元）才能享用傳統的
感恩節晚餐，較去年上漲逾 10%。一些
草根階層為了節省開支，他們索性在餐
單刪除火雞，改以燒雞代替。
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一隻 16 磅

二的美國成年人表
示只會與直系親屬
慶祝感恩節，這意
味着他們不需要購
買原本最暢銷的 20
磅重火雞，變成 10
至 12 磅範圍內的火
雞最吃香。加州主
婦Irene說：「我在
得州的子孫在疫情
● 美國一些家庭為了節
未完全受控下取消
約起見，改以燒雞代替
回來過節，所以我
火雞過節。
成小智 攝
只會買燒雞代替火
雞，因為烹製火雞
或以下的批發冷凍火雞，目前平均每磅
需要大量配菜，無謂吃剩太多。」
成本為 1.41 美元（約 11 港元），較去年
居住在紐約市的Sabrina去年已經以火
同期漲價 23%。較大隻的火雞比去年加
雞胸肉代替整隻火雞，她認為火雞胸肉
價約 20%，平均每磅 1.39 美元（約 10.8
在供應鏈中斷下必定會短缺，所以她較
港元）。與疫情前不同，美國今年感恩
往年提早一個月購買，免致臨近感恩節
節不會再有大量平貨應節，尤其是火雞
來臨要捱貴貨。她見到市道在 10 月中已
胸肉的存貨量跌至 2015 年以來最低水
轉興旺，相信很多人都與她的想法相
平，直接推高零售價。勞動力短缺導致
若。
雞肉去骨、包裝和運輸的成本上升，零
火雞經銷商哥林斯表示，業內人士早已
售商把成本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預料今年火雞價格遠高過去年，很多人根
本無法負擔貴價火雞，而且由於火雞太
醒目女早一個月入貨
貴，亞拉巴馬州食物銀行亦決定感恩節不
派發火雞，只會提供其他應節食物。
根據 10 月進行的一項調查，近三分之

助長濫用鴉片類藥物 美三大藥物分銷商罪成
美國俄亥俄州聯邦陪審團前日裁定沃
爾瑪、CVS及Walgreens這3間大型連鎖
藥物分銷商，涉及導致當地兩個縣濫用
鴉片類藥物，將於明年宣布罰款金額。
專家指出，目前有數以千計針對藥物分
銷商的類似訴訟，今次裁決或成為先
例，對其他案件的裁決帶來影響。
部分有助紓緩中等至嚴重痛楚的止痛
藥和止痛貼屬於鴉片類藥物，可能令人
上癮，有時亦未必需要用藥。美國政府

數據指出，過去一年全國逾 10 萬人死於
濫用藥物、20 年來死於過度使用鴉片類
藥物的人數超過50萬人。

3 公司均表明上訴
俄亥俄州萊克和特蘭伯爾兩個縣的律
師稱，店方在未能確保處方藥單真偽下
售藥，任由過量令人上癮的止痛藥湧入
社區，令兩地政府各自耗用約 10 億美元
（約 77.8 億港元）應對。克利夫蘭一個

聯邦陪審團裁定，3 間藥物分鎖商要為
濫藥風氣負責，預料明年4月或5月宣判
處罰金額。
代表當局的律師歡迎裁決，形容是重
大勝利。3 間公司表明上訴，沃爾瑪認
為裁決有缺陷，CVS 發言人則強調是醫
生開出處方藥單，將鴉片藥物生產上市
的則是藥廠，指當局監管不力，無法阻
止醫生開出處方。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