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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件必檢 關口勢「大塞車」

圖賺200元運尿片 內地婦囚2個月

供應商否認「綑綁賣粉」 當局徹查

毛鈞年辭世
特首深切哀悼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對前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秘書
長、前新華社香港分
社副社長毛鈞年(見

圖)辭世表示深切哀
悼。他說：「毛鈞年
先生畢生致力服務香
港，積極參與香港回

歸祖國和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對
國家、對香港貢獻良多，我向他的家屬致以深
切慰問。」

毛鈞年因病醫治無效，於2013年2月2日19時
02分在香港逝世，享年76歲。在毛鈞年病重期
間和逝世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副主任黃蘭
發、秘書長許東等先後到其家中探望和慰問。
據了解，中聯辦已成立治喪委員會。他於2000
年獲頒授大紫荊勳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李薇、謝志林 深圳報道）香港奶粉供

應短缺，政府於是以限購令等方式打擊水貨客。深圳海關方面第一時

間配合港府措施，開展「深港海關聯手打擊日用品走私專項行動」

後，口岸水客數量明顯減少。深圳海關副關長陳振沖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介紹深圳一年來打擊水客成果，並向記者展示該關最新研發甄別水

客的「旅客信息採集模塊」系統。羅湖海關關長彭東稱，為嚴打水

客，但凡15天內往返深港超過兩次者，而其所攜帶物品數量上超過自

需範圍，海關即會查扣其所攜帶物品。

為有效甄別水客，了解其往返深港
兩地頻率，深圳海關上月21日在

深各大口岸旅檢現場全面啟用「旅客信
息採集模塊」系統。香港文匯報記者昨
日在羅湖口岸旅檢現場看到，該系統具
備信息採集（證件識別）、進出境頻次
提示等功能，持大件行李的旅客僅需刷
回鄉證或通行證，該系統則會顯示其在
一天內及15天內往返深港次數。

據記者觀察所得，每5名持大件行李
並被要求刷回鄉證的港人中，有4人15
天內往返深港次數超過兩次。經檢測，
這些人所攜帶大件行李多為違禁攜帶入
境冷凍食品、活海鮮、電子產品或超過
自需範圍的用品。

10分鐘5刷卡4起出私貨

「這個系統可以幫關員快速甄別旅客
類型，只要覺得眼熟，或攜帶大件行
李，裝束上像水客的，就必須到系統上
刷回鄉證或通行證」。羅湖海關關長彭
東稱，為嚴打水客，但凡15天內往返深
港超過兩次，而其所攜帶物品數量上超
過自需範圍，海關則查扣其所攜帶物
品。僅10分鐘，記者就目睹5人被要求
過機刷卡，其中4人被查出走私貨品，
且「熟門熟路」配合辦理手續，儼然為

「職業水客」。

水客遇查常暴力抗法

儘管如此，海關緝私過程並非沒有風
險，暴力事件時有發生。據彭東指，口
岸旅檢現場關員每日需面對大批水客，
而這些水客當中有部分人員素質較差，
當被關員攔截要求檢查時，不時會發生
暴力抗法情況。「近2年來，水客在各
大旅檢現場暴力抗法個案就有46宗，其
中12名關員受傷」。彭東向記者播放的
一段視頻看到，有水客過關被攔截時，
對關員拳打腳踢。有女關員被推倒在地
脊椎受傷；也有男關員被水客所攜小刀
劃傷手臂。

深海關治水客遇多重困難
「關員執法過程中受傷，讓我覺得很

自責」。深圳海關副關長陳振沖向記者
坦言，目前在治理水客上，深圳海關面
臨多重困境。如「一日多行」等便民政
策被水客利用，暴力衝關現象不時發
生，海關監管資源更與日益龐大的水客
規模存較大差異。

港水客多 有人1日往返26次

為嚴打水客，去年4月20日，深圳海
關與深圳邊檢合作開設「當天多次往返
旅客專用通道」。此後一周內，深圳海
關加派人手嚴控經由該通道往返深港、
持大件行李的旅客。事後根據邊檢提供
的數據顯示，連續7天每天往返深港的
水客有46人，其中港水客數量40人以
上，有1人每天往返深港次數達到26
次。

倘遇前科者 籲限赴港次數

「很遺憾，是否選擇走專用通道全憑
自願，因此這個通道實際效果不明
顯」。陳振沖表示，由於邊檢與海關並
未聯網，因此很多資源未能共享。海關
拿到的「一日多次往返」人員名單不具
時效性，很難立刻抓到這些水客。「希
望能與公安、邊檢加強合作，同時建議
限制有『走私』案底人員赴港次數」。

由於深港匯率差異的存在，加之內地
食品質量不過關等客觀原因，在巨大市
場需求及利益誘惑下，內地水客與日俱
增。「水客不僅帶貨品種多樣，其人員
組成也十分複雜」。陳振沖稱，六成水
客為香港居民，而內地水客多由失業人
士、生活得不到保障的老人組成，有時
甚至能看到殘疾人士、退伍軍人、學生
等弱勢群體。水客群體組構複雜化，增
加海關分析、辨識和處置難度。加上經
濟形勢不佳，失業人群較多，僅憑海關
一己之力，水客很難杜絕」。

海關籲年宵檔
勿售冒牌貨

香港文匯報訊　維園年宵日前開鑼，海關人
員昨到場向攤檔派發傳單，提醒各檔主不要售
賣冒牌貨品。海關早於去年10月，已向投得年
宵市場攤檔的檔主發信，呼籲他們在買入貨品
時，小心查證貨品的真偽及來源，如有任何懷
疑，應向有關代理商查詢。

收2投訴 增人手巡查

海關商標調查組指揮官陳自強表示，海關至
今收到2宗年宵市場出售冒牌貨的投訴，但至
今未有證據證實有人售賣偽冒商品；海關會加
派人手，巡查全港年宵市場，防止有人出售冒
牌貨。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士售賣
冒牌或有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即屬違法，一
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由深圳市消委會牽頭的

深、港消費維權合作洽談會近日在

深召開，雙方就建立兩地消費者跨

區域消費維權快速處理工作機制等

事項進行了實質性探討交流。昨

日，雙方聯合發布了首份關於2013

年春節的消費提示，內容包括在兩

地消費時投訴途徑、春節熱門商品

選購提示等。未來雙方將進一步完

善消費糾紛處理機制、理順商品比

較試驗合作機制以及開展消費教育

合作等。

建合作機制 跨境消費無憂

深圳市消委會辦公室主任馮念文

昨日表示，深圳、香港兩地消費者

委員會自1993年開始就逐步在消費

者投訴處理「綠色通道」、消費維

權信息共享、人員培訓等方面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建立合

作機制的目標是讓兩地的消費者跨

境消費時能安心無憂。

根據雙方商定，深港消委會各

確定2名消費者投訴處理聯絡員負

責兩地消費者投訴的相互移轉及

反饋等工作。香港消委會由莊龍

五、馮澤仁負責、深圳方面則是

袁聰、吳愛民負責。雙方還將及

時通報投訴典型案例、群體性投

訴、苗頭性、趨向性消費侵權等

情況。同時，雙方同意深圳消費

者在香港或香港消費者在深圳發

生消費糾紛，兩地消委會都可以

受理，並根據實際情況移轉到糾

紛發生地的消委會處理；糾紛發

生地消委會對於移轉的消費者投

訴制定處理流程，盡量縮短處理

時間並及時反饋處理結果。

據悉，港人在深圳消費如需向消

委會投訴將有4種途徑，包括：親

赴深圳市福田區新洲南路4009號計

生科研所大廈9樓深圳市消費者委

員會投訴諮詢部，或致電0755-

12315，或登錄新浪微博@深圳市

消費者委員會，或在互聯網留言

http://app01.szaic.gov.cn/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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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香港較受歡迎
的嬰幼兒奶粉經常處於供不應求狀況，有藥房日前踼爆
原來供應商以「綑綁式」銷售，訂購暢銷的「細仔奶粉」
同時，須連同滯銷的「大仔奶粉」一併入貨，導致藥房
不敢隨便補貨。兩個較受歡迎的奶粉牌子供應商美素佳
兒及美贊臣，昨均否認其事。由於缺貨事件有新發現，
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當局未來一兩日會安
排與零售商及供應商開會了解有關情況，包括調查供應
商有否綑綁式銷售，倘發現問題會敦促供應商停止，又
強調不會因為市面搶購情況有所緩和，而即時停止採取
一系列措施。

美素佳兒被「開名」

繼前日在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
「爆料」後，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昨日表示，
以綑綁式銷售奶粉的是供應商美素佳兒，該公司規定藥
房每次入貨必須購入整套、所有階段奶粉，令藥房不可
以針對性補貨，而其他供應商例如美贊臣，雖然整套訂
會有積分，下次訂貨可以有優惠，但只要藥房肯付較高
貨款，仍然可以拆散訂。

藥房：斷市都不敢入貨

他指出，初生嬰兒階段的「細仔奶粉」較受歡迎，但
其他「大仔奶粉」銷情一般，藥房為不想存貨太多，即
使部分型號奶粉斷市都不敢入貨。他補充，供應商上星
期每間藥房額外供應的100多罐奶粉，但其中一半滯
銷。

有藥房東主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對奶供應商的
綑綁式供貨表示無奈，指入貨多少由供應商決定，他的

藥房每次訂購108罐，最好賣的1號至3號去貨無問題，
但必須同時入貨的20罐4號「大仔奶粉」卻乏人問津，
導致出現「砸貨」情況。其他藥房亦投訴美素佳兒這種
做法，令他們囤積很多大仔奶粉，藥房東主馬先生指，

「每日可以賣到100罐1號，但4號只是賣到一兩罐，基本
上已經不賺錢，來貨價180元就賣180元」。有藥房的貨
倉更堆積了50箱即600罐大仔奶粉。

兩個牌子奶粉供應商昨日發表聲明否認其事。美素佳
兒稱，他們沒有綑綁式銷售，指會根據零售商的銷售紀
錄和需要去供應，零售商絕對可以選擇需要的產品。美
贊臣就指不會逼藥房綑綁式訂貨，並會根據銷售紀錄，
按需要調整送貨次數和數目。

高永文昨日在一公開場合回應說，當局並不知道有零
售商代表指供應商有綑綁式銷售，局方未來一兩日會安
排與零售商及分銷商開會，跟進奶粉供應，包括調查供
應商有否綑綁式銷售，及了解熱線的效用等，確保市民
在農曆新年時有足夠供應。

新春後續監察水貨活動

他續說，雖然季節性供求定有波動，但近幾年的水貨
活動確實持續遞增，當局不會因為目前市面上搶購的情
況有所緩和，而即時停止採取一系列措施放手不管；即
使在農曆新年過後，當局仍然會監察水貨活動，及跟進
修訂《進出口（一般）規例》以限制奶粉出口的立法程
序。「嬰幼兒配方奶粉對部分嬰兒，尤其是6個月以下
的嬰兒，若其母親因種種原因不能全部以母乳餵哺，嬰
幼兒配方奶粉確實是必需品。目前情況已有改善，但改
善的程度不足以緩和市面上個別零售商的斷貨情況，我
們會仍然要監察水貨活動，確保市民有足夠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繼奶粉後再有嬰兒用
品成為水貨客目標，中年內地婦為了約200元酬金，試
圖把10箱尿片帶往內地，遭警方截查拘捕。她昨日於沙
田裁判法院承認一項違反逗留條件控罪，判囚2個月。

辯方求情指，42歲被告何秀娟於內地有一子並已婚，
其丈夫於內地任職散工，月入約1,000元人民幣，故她需
要工作。案情指，本年1月11日，警察巡經元朗壽富街，
發現街上有10箱尿片，何折返出示藥房單據，表示為尿
片物主，並向警方表示尿片乃用以轉售內地圖利。警察
其後發現她為訪港旅客，卻從事水貨活動，故拘捕她。
經警誡下，何指每運送3包尿片，可賺取20元酬勞。

■海關人員到維園年宵市場向攤檔派發傳單，

提醒各檔主不要售賣冒牌貨品。 彭子文 攝

■高永文表示，當局會了解有零售商代表指供應商綑綁

式銷售的問題。圖為高永文參觀維園年宵。 彭子文 攝

深刷證機遏水客
密密過關必嚴查
15日往返深港逾兩次 物品數量超自需即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李薇 深
圳報道）深海關在查緝「水客」時「抽
檢」的執法手段一直備受外界爭議，不
少人認為「抽檢」容易產生漏網之魚。
記者在現場採訪發現，如果實行「逢大
件行李必檢」難保正常旅客通關便捷，
關口勢必出現人流「大塞車」。觀察人士
認為，口岸是多部門聯合執法區域，有
效打擊「水客」需深圳邊檢、公安、工
商等多部門聯合查緝水貨，把控市場。

羅湖口岸日客流26萬

據悉，2012年，經過深各大口岸的客
流量達到2.2億人次。其中，羅湖口岸平
均每天客流量近26萬人次。「赴港人數
太多了，在嚴打水客和保證正常旅客通
關便捷上，一直是矛盾的。」深圳海關
副關長陳振沖表示，如果海關對每個持
大件行李的旅客都嚴查，勢必影響到正
常旅客的便捷通關環境。

■海關檢查發現女子攜帶大量活海鮮入境。 李薇 攝

■深圳海關在旅檢現場查緝水客。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關員查看「旅客信息採集模

塊」系統通關頻率。 李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