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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及通訊事務管理局擴大打擊不良商戶範圍，涵蓋美容、電訊等多個
行業。當局已訂出監管不良營商手法的執法指引，展開為期六星期的公眾諮
詢，商戶如對商品及服務作虛假聲明、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營業、餌誘式
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及不當地接受付款等，違規者最嚴重可被刑事檢控
，最高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為鼓勵業界合法經營，當局訂出新的執法
策略，除發出強制令和刑事檢控外，可允許初犯商戶簽 「悔過書」 承諾不再
犯。 本報記者 朱晉科

當局訂執法指引 諮詢公眾六星期

不良營商六宗罪可囚5年

【本報訊】海關關長張雲正表示，當
局針對不良商戶除可發禁制令和刑事檢控
外，亦設立遵從為本的民事執法機制，即
初犯商戶可簽署 「悔過書」，承諾不再犯
有關不良行為，當局便不會再進行調查或
檢控。對於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不良營商
行為，當局會直接提出刑事檢控。

禁制令及檢控夠辣
張雲正表示，承諾機制、禁制令和刑

事檢控三個執法方式，並無先後層次，採
取哪個方式要視乎個案情況。如果案件牽
涉重大公眾利益、有人受到傷害或財政損
失、背後有組織有預謀、相關人員有前科

，或強硬執法能起阻嚇作用，當局會直接
進行刑事檢控。

張雲正又說，部分小商戶和中小企較
難面對法律懲處，當局會顧及他們的情況
。如果商戶涉嫌違反規定的行為影響較輕
，或當事人能證明並非有意犯法，當局會
給他們一個自生機會，可簽署俗稱 「悔過
書」的承諾聲明，承諾兩年內不再犯規，
並且採取補救工作，便可避免漫長的司法
程序和坐監的風險。

對於相關的承諾聲明，張雲正說，當
局有權將內容以任何方式向公眾發布，令
消費者了解有關消費陷阱，並且提高業界
的自律，起到教育的作用。

執法三招 悔過書最寬大

1
手
法

不良手法：
對商品及服務作虛假聲明

例子：
某牌子的美容護膚產品聲
稱是瑞士製造，欺騙顧客
，查實該產品產地跟瑞士
絕無關係，構成虛假聲明
而被海關查處。

2
手
法

不良手法：
誤導性遺漏，未向消費者提
供充分的資料

例子：
海味店在價錢牌上故意不
標明是以 「每兩」 計算，
使消費者誤以為是 「每斤
」 計算，而在消費者購買
時亦不作說明，最終令消
費者上當。

3
手
法

不良手法：
採取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例子：
某收費電視服務供應商的
推銷員上門推銷，並在深
夜拍門驚醒屋內的長者，
雖然該長者不接受有關服
務，但推銷員拒絕離開，
並催促長者簽約，構成具
威脅性的營業行為。

4
手
法

不良手法：
餌誘式廣告宣傳

例子：
某電腦節參展商登廣告說
以5折價錢出售50部新
款筆記簿型電腦，消費者
一早入場光顧，但該參展
商卻聲稱已售出50部存
貨，消費者有理由懷疑該
參展商觸犯餌誘式廣告宣
傳的罪行。

5
手
法

不良手法：
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例子：
一間電器店在櫥窗以低於
市價3成出售某名牌電視
機，但該店其實並無出售
相關電視機的意圖，只想
利用宣傳作為誘使顧客的
誘餌，以便該店能出售其
他型號的電視機，這種手
法觸犯了先誘後轉銷售的
罪行。

6
手
法

不良手法：
不當地接受付款

例子：
一間美容院以極吸引價錢
向顧客推銷面部護理計劃
，而當顧客要求提供有關
服務時，該美容院由於設
備及人員不足，只能在數
月後才提供有關服務，這
種情況已觸犯不當地接受
付款的罪行。

消委會：助海關宣傳新條例

▲左起：通訊事務副總監夏勇權、海關關長張雲正、貿易管制處處長陳志強，昨天公布
監管不良營商手法執法指引 本報記者朱晉科攝

今年 7 月通過的《商品說明修訂條例》
將於明年第二季實施。新條例擴闊了與貨品
有關的商品說明的定義，並將適用範圍擴展
至服務方面。條例亦新增了五種不良營商手
法罪行，包括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
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及不當地接受付款，連同原條例規訂的商品
及服務作虛假聲明，共對六種不良營商手法
展開規管。

初犯可簽 「悔過書」
海關及通訊事務管理局昨日就新條例的

執法指引擬稿展開公眾諮詢，指引就六種不
良手法舉出大量例子供公眾討論。像早前引
起全城熱議的 DR 美容集團事故，便納入規
管之列，如美容公司向消費者推銷由醫生進
行的移植幹細胞服務，但沒有在消費者付款
前披露治療風險，或諮詢醫生意見，讓消費
者清楚知道該服務只適用某類特定人士，就
可能會觸犯誤導性遺漏罪行。

當局建議的執法方式包括民事執法，涉
嫌違反條例商戶，可以承諾停止及不再重犯
有關行為，當局亦可向法庭申請強制令，命
令商戶不可重犯，如果商戶持續長時間違規
，或有對公眾健康和財政安全造成風險等嚴
重違反條例行為，會提出刑事檢控。可能要
負法律責任的包括僱員和商戶管理層，一經

定罪最高可罰款50萬元，監禁五年。海關關
長張雲正指，執法指引不是法例，但法庭可
將指引作為證據，而指引會每年檢討。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與海關一樣，獲
賦有關的共同管轄權，規管《電訊條例》及
《廣播條例》下的持牌人的相關營業行為。
當修訂條例實施後，現行《電訊條例》中禁
止電訊服務持牌人作出具欺騙性或誤導性的
行為的相關條文將予以廢除，相關行為將在
適用於跨行業的商品說明修訂條例下處理。

將舉行九場諮詢會
執法指引諮詢期至下月17日，期間會進

行九場諮詢會，包括六場業界、兩場公眾和
一場區議員的諮詢會，張雲正希望，諮詢能
加深消費者對新條例如何保障他們權益的認
識，並協助業界進行合法經營。

指引全文已上載至香港海關網頁、通訊
局網頁、香港政府一站通網頁及消費者委員
會網頁。市民亦可在香港海關總部、通訊局
辦公室、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消
委會北角和尖沙咀諮詢中心和香港旅遊業議
會辦事處索取擬稿文本。市民可在明年 1 月
17 日或之前將意見郵寄至九龍旺角彌敦道
700 號 14 樓工業貿易署大樓香港海關商品說
明條例特別籌劃組，也可透過傳真（2398
0596）或電郵提交意見。

【本報訊】政府明年第二季將實施
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監管範圍擴大
至所有不良銷售手法和服務。消委會表
示，殷實的商戶毋須擔心誤觸法例，新
條例能提高消費者信心，對業界有好處
。有業界人士認為，新條例能打擊害群
之馬，當局新設的 「悔過書」制度，有
助緩衝對業界的影響。

可提高消費者信心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說，商家觸犯

新條例可能會受刑事檢控，相信會有很
大的阻嚇作用。但她強調，消費者也須
懂得自保，例如要懂得說不， 「不要以
為先碌卡甩身離開，再向銀行截數，因
為銀行可能難以界定他是否已享用服務
，未必可以截數。」

黃鳳嫻又說，會與海關分工合作，

計劃透過不同渠道，例如巡迴展覽、講
座等，向廣大消費者宣傳和推廣新條例
對他們的保障。海關亦會在條例實施前
向業界詳細解釋條例的細則，殷實的商
戶毋須擔心，因為條例是為打擊不良營
商手法，提高消費者信心，對業界有好
處。

針對目前美容院 「無王管
」，黃鳳嫻說，相信新條例有
助遏止一些誇大，失實或誤導
性的廣告宣傳。她指出，當局
應從速立法，清晰界定美容服
務和醫療程序，規管涉及醫學
程序的美容服務，以免消費者
再承受風險。

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創會
會長佘繼標表示，業界有一些
害群之馬，以不良銷售手法經

營，影響中小企業的誠信，他歡迎當局
推出執法指引，協助業界合法經營。他
又支持當局引入 「悔過書」制度，給初
犯的經營者一個機會改過自新，同時幫
助業界熟悉條例。

▲消委會表示，殷實的商戶毋須擔心誤觸法例，
新條例能提高消費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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