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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關擬「一日二行」打水客
同日3入境插證亮紅燈 揭超額帶貨或禁再來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內

地個人遊旅客「一簽多行」政策實行10年，

在刺激香港旅遊、零售業發展的同時，也引

發了嚴重的內地「水客」走私潮，儘管深港

兩地聯手嚴打水客，但成效不大。有消息

指，深圳海關提升打擊水客設備，已在深圳

口岸入境櫃位及e道安裝紅燈警號，一天內

第三次入境的深圳居民，一插證件紅燈會隨

即閃亮，關員便會上前截查，發現超額帶貨

便處罰，日後可能停發簽注來港，令深圳居

民的一日多行變相限制為一日二行。深圳海

關相關負責人回應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暫

時不會就此事對外作任何宣傳，是否執行暫

未確定。

在「一簽多行」措施下，深圳居民可每日無限次來
港，水貨集團趁機僱用大量深圳居民為水貨客，每

日多次往返深港兩地，攜帶超額電子產品、生活用品等
入境。據深圳海關統計顯示，一日多行的95%是水貨
客，5%為正常旅客，同時內地與香港水客比例各佔一
半。

深指「一日多行」95%屬水客

今年初因水客狂掃奶粉導致香港一度「缺奶」，港府急
推「限奶令」加強執法，包括指示港鐵收緊乘客攜帶行
李體積限制等措施。同時，深港之間又合作進行多次

「國盾之門」行動，互相通報和配合執法，列出水貨客黑
名單。新措施一度令水客活動沉寂不少，但最近又漸趨
於活躍。

電腦系統升級 聯通各口岸

有消息稱，此前由於深圳海關與邊檢沒有進行電腦數
據聯網，因此內地客每日在不同口岸出入境，海關並不
知道他們的出入境次數，海關人員只能針對攜帶大件行

李、形跡可疑的旅客進行截停檢查。但目前，深圳海關
已完成電腦系統功能升級的工程，同時聯通各口岸。

據悉，新系統是打水貨客的加強版，將在所有口岸櫃
位及e道安裝紅燈警號，內地客無論使用哪個口岸，總之
一日內入境三次即亮紅燈，關員便會截停及搜查行李。
旅客若被發現攜帶非自用物品價值超過人民幣5000元限
額，或過去15天內曾被查出帶水貨紀錄者均會被處罰，
包括罰款、扣證件，以至簽證一年期滿後暫停再批。

暫不對外宣傳 何時執行未定

記者致電深圳海關，相關負責人表示該系統為深圳海
關與邊檢之間的合作，但目前不會對外作任何宣傳，至
於是否會執行，何時執行均未知。

去年4月20日，深圳海關為嚴打水客，就在深圳羅湖、
皇崗、深圳灣、沙頭角四個旅檢口岸試行新的通關政
策，包括香港旅客在內的跨境旅客一天之內出入境一次
以上，不僅需要走專用通道，且需接受行李檢查。第二
次通關攜帶的非合理自用物品，將全部徵稅。但由於該
新政並非強制執行，因此成效不明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天公布
一名居住於天水圍的59歲男子確診患上日本腦炎，情況危殆，
衛生署正跟進調查個案。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向病人住所附近
的人士進行家訪及問卷調查，以找出有否未獲診斷的個案及安
排血液化驗。中心發言人解釋，日本腦炎的主要病媒三帶喙庫
蚊夜間較為活躍，呼籲市民慎防經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圍城病漢接觸者無病徵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正調查1宗涉及1名59歲男子的日本
腦炎確診個案，並呼籲市民慎防經由蚊子傳播的疾病。該名病
人於6月20日因發燒及情況轉壞入住屯門醫院，翌日出現意識減
退，目前情況危殆。患者的血清及腦脊液樣本經化驗後，證實
對日本腦炎抗體呈陽性反應。病人居於天水圍，其家居接觸者
沒有出現相關感染病徵，正接受醫學監察。衛生防護中心的調
查仍在繼續。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向病人住所附近的人士進行
家訪及問卷調查，以找出有否未獲診斷的個案及安排血液化
驗。衛生防護中心已向居民舉行健康講座，提供健康建議，呼
籲元朗區居民若出現日本腦炎相關病徵，亦應盡快求醫。

日本腦炎為一種由帶病毒的蚊子經蚊叮傳播的疾病，衛生防
護中心發言人解釋，日本腦炎的主要病媒是三帶喙庫蚊，夜間

較為活躍，庫蚊主要在農田、沼澤、溝渠及耕地四周的積水地方滋
生，市民在經過高危地區時，應穿 長袖衫及長褲，在戶外時，應在
身體外露的皮膚塗上含避蚊胺成分的有效驅蚊劑，避免病毒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

寶）現時本港的醫療人手不
足，除了要增聘人手外，減低
人手流失亦非常重要。東區尤
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近年推出新
畢業護士啟導計劃，以經驗豐
富的護士作為啟導員，協助新
護士融入臨床環境，同時開解
她們面對的各種心理壓力。港
島東醫院聯網護理總經理梁瑞
琪表示，計劃令護士之間更加
團結，新護士18個月流失率亦下跌3%。

啟導員1人帶2新護士

東區醫院每年7月起便會有約100名新畢業護士入職，醫院推出新畢
業護士啟導計劃，由資深護士充當啟導員，每位啟導員帶領1名至2名
新護士，讓她們更快融入臨床環境。醫生會先為新護士推出為期6天的
導向課程，教授重要的工作指引及進行模擬臨床實況訓練，透過不同
科室工作，鞏固她們的才幹及技術。

啟導員除了傳授工作技巧及經驗外，同時亦會關注新護士們的心理
狀況，首12個月會安排3次小組主題分享，讓新護士之間有更多溝通，
並共同商討如何解決她們所面對的問題。任職護士11年的洪翠棠表
示，護士與患者家屬的溝通非常重要，部分新護士在溝通技巧不足的
情況下，有可能令家屬產生誤會，所以新護士面對很大心理壓力，故
此作為啟導員，亦要解決她們心理上的問題。梁瑞琪則表示，計劃令
護士之間更加團結，減低她們因工作上的問題引致人手流失，東區醫
院新護士18個月流失率亦下跌3%，能夠紓緩人手不足的情況。

東區醫院啟導新護士減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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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度性侵女童 「獸父」囚10年

打鼓嶺村選舞弊 4人拒認罪

大三峽信成假期被申清盤

爭婚權勝訴 變性人W取回訟費

的士分銷K仔 16歲毒販被拘

女嬰離奇爆頭亡 律政司放生印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前年一名3個月大

女嬰在天水圍寓所被發現離奇昏迷，送院證實
不治，驗屍發現女嬰頭頂被硬物撞擊，死因是
頭骨爆裂及腦出血，負責照顧她的印傭疑因疏
忽及未有及時求助，其後被控誤殺罪。案件原
定昨日開審，但律政司決定不提證供起訴，被
告印傭當庭獲釋。暫委法官司徒冕指律政司不
提證供起訴是正確做法，因為沒有一個專家可
以推斷出死者頭部受撞擊的原因，死者身上沒
有表面傷痕，控方只有環境證供，只會令陪審
團作出法例不容許的猜測。

死者的父母昨並無到庭旁聽，警方庭外指他
們是明白事理的人，對律政司的決定表示理解
及接受，2人尚育有一名現年5歲的女兒。

33歲被告Sumarsih原被控於2011年5月6日非法
殺害3個月大女嬰彭淖楹，暫委法官司徒冕認為
有需要交代律政司不提證供起訴的原因，他引
述案情指，案發當日女嬰父母外出上班，被告
負責在家照顧2人的長女及女嬰，寓所設有視像
鏡頭，女嬰母親可透過公司電腦監察家中情
況，她看見當日下午女嬰並無異樣，被告於下
午4時半替女嬰洗澡後，將她放在沙發上，由於3

個月大女嬰未能自行轉身，故母親當時不擔心
女嬰會由沙發墮地。其後被告帶長女到寓所樓
下將她交給祖母，由祖母帶她出外玩耍，被告
則返回屋內。接 被告餵女嬰飲奶，然後放她
在沙發上睡覺，被告則開始做家務。

至當日下午6時女嬰母親下班，臨走時在公司
電腦熒光幕見到女嬰在沙發上睡覺，她會合丈
夫返抵家中後，見幼女仍在安睡，但她不以為
意，因知道即使開動吸塵機也不能將女兒吵
醒，之後被告神色慌張地叫她，女嬰母親此時
發現幼女沒有脈搏及反應，其丈夫於是駕車將
女兒送往屯門醫院，但經搶救後不治。

無專家可確定嬰受撞擊原因

驗屍報告指死者右邊頭頂曾受硬物撞擊，導
致兩處頭骨爆裂及腦出血，嚴重程度令死者短
時間內死亡，但法醫及兒科醫生皆無法確定死
者頭部受撞擊的原因，法醫指死者家中沙發與
地面相距15吋，不算太高，如果死者由沙發墮
地，並不會令頭部嚴重受創，有可能是印傭抱

她時死者墮地，但也不能排除死者的傷勢是
意外造成。

稱損失8.9萬元 印傭擬追討

暫委法官司徒冕下令被告當庭獲釋後，
Sumarsih即展露笑容，且於離庭時興奮得手舞足
蹈，她在庭外表示，來港從事家庭傭工已經6
年，案發時替女少主一家工作了2年半，女少主
的父母是好僱主，她對女少主離世感到傷感，
說時臉上卻難掩獲釋的興奮心情，她指被捕後
曾遭扣留11個月無法工作，獲准保釋後又要定期
到入境處為簽證續期，事件令她損失合共8.9萬
元，正計劃向政府追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變性人W小姐今年5月
在終審法院上訴得直，成功爭取結婚權，終院昨正式頒
下命令，聲明《婚姻條例》及《婚姻訴訟條例》中所指
的女性及男性，亦包括獲醫療機構證明已經完成變性手
術的女性及男性，以及聲明W小姐有權與男性結婚，她
亦可向答辯人婚姻登記官取回原審、上訴及終審上訴的
訟費。

終院昨在判詞指，雖然他們裁定婚姻登記官闡釋《婚
姻條例》中「女性」的定義時並無犯錯，但W小姐始終
是基於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而勝訴，沒有理由被剝奪訟
費。至於婚姻登記官指裁決暫緩執行12個月，以便當局
修例是太樂觀，終院昨批准與訟雙方在有需要時可就暫
緩執行的時間再提出申請，但重申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
理據，將很難獲准延長暫緩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接管已被撤銷旅行社牌
照的「星級假期」的大三峽國際旅行社，昨被一名前僱
員麥朗賢（譯音）入稟申請其清盤。麥表示於一月份突
然被告知公司結業，但僱員一直聯絡不上僱主，公司至
今仍拖欠約百名員工的2,000萬元遣散費及代通知金，
故由麥申請法援向該公司追討欠款。

另早前因欠債結業的「信成假期」，亦遭追討欠款的員
工代表許駿燊，同樣以法援申請申請其清盤。早前有報
道指勞資審裁處裁定「信成假期」須清還19名員工80萬
元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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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香港
迪士尼樂園「反斗奇兵大本營」昨午
約2時發生機動遊戲故障，「玩具兵
團跳降傘」在載客期間發生故障，有
上無落，36名乘客一度半天吊，在場
員工發覺後暫停設施運作，並在8分
鐘後安排乘客返回地面，乘客有驚無
險。

迪士尼發言人證實「玩具兵團跳降
傘」曾出現訊號問題，事後一度暫停
有關機動遊戲，期間曾發出廣播通知
遊客，經過檢查，「玩具兵團跳降傘」
在一個半小時後重開設施，並謂事件
不涉安全問題。

上月8日，「玩具兵團跳降傘」曾
因工作人員發現有乘客在遊戲途中，
在沒有繫穩其攝影器材下企圖舉機拍
攝，工作人員基於安全理由下即時將
運行中機動遊戲暫停，36名乘客半天
吊約10分鐘後返回地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2名年僅11歲及12歲西班牙籍小
兄弟，前日早上離開位於西區摩
星嶺寓所後下落不明，母親遍尋
不獲報警求助。報案人與前夫婚
姻出問題，2名兒子早前獲法庭
判決隨母親生活。警方灣仔警區
刑事調查隊跟進調查後，證實小
兄弟已隨父離港回祖家，因案件
涉及家庭糾紛，現正嘗試聯絡2
童及其父親作進一步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偵
破一宗利用的士分銷毒品案，拘捕3名涉嫌
毒販，其中一人年僅16歲，行動中檢獲5公
斤俗稱K仔的氯胺酮毒品，總值63萬元。
由於暑假剛開始，警方提醒青少年要潔身
自愛，勿被販毒集團利用貽害一生。

被捕3人分別36歲姓鄧的士司機、33歲姓
陳男子及16歲姓林少年，同涉嫌販毒，正
被警方扣留調查。

3人被捕 檢值63萬K仔

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根據線報，前晚7時
半在上水馬會道339號對開截查一輛載有3
名男子之的士，在後座搜出4.75公斤俗稱K

仔的氯胺酮，當場拘捕的士司機及2名乘
客。其中36歲姓鄧的士司機家住葵涌石籬

，昨凌晨探員將他押返寓所搜查，再搜
出250克氯胺酮，連同在的士搜出的4.75公
斤K仔，檢獲毒品共重5公斤，總值63萬
元。警方初步相信被捕3人利用的士作掩
飾，運送毒品分銷。

毒品調查科行動組女高級督察席嘉敏表
示，年僅16歲小毒販為輟學2年的雙失青
年，他與其餘2人並無黑社會背景，但有案
底，其中一人有涉及毒品的案底。席嘉敏
提醒青少年，販毒是嚴重罪行，近日暑假
剛開始，呼籲勿因一時貪念，被毒販利誘
參予販運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廉政公署早前拘捕4名前
年村代表選舉的登記選民，指他們涉在2011年打鼓嶺瓦

村村代表選舉中，明知自己無權投票仍投票，涉違反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據了解，其中3人已
搬到市區居住20年，卻返該村投票，違反了在投票前須
在該村住滿3年的規定。4人昨否認包括交替控罪的共8
項罪名，案件於粉嶺法院開審。

4名被告依次為江國航（54歲），其妻吳偉蓮（50
歲），以及江家勁（28歲）與江定峰（32歲），後兩者分
別為江氏夫婦的兒子及侄兒。

■口岸櫃位每日有大量水客往返深港兩地。

■涉販毒的16歲雙失青年。

■被控誤殺

3 個 月 大 女

少 主 印 傭

S u m a r s i h

（ 黃 衣 者 ）

昨獲律政司

不提證供起

訴 當 庭 獲

釋。

■毒品調查科探員在的士搜出的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正調查2
宗壞死性筋膜炎（食肉菌感染）個案，涉及一名44歲男子和一名50歲
男子。兩名病患同屬長期病患，以及出現腳部腫脹等徵狀，從他們的
組織及血液樣本中，均發現含有可導致壞死性筋膜炎的創傷弧菌，現
時情況一死一危殆。

發燒腳腫 翌日截肢後病逝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2宗壞死性筋膜炎個案，首宗個案涉及一名有
長期病患的44歲男病人，他於上周六起出現發燒和右腳腫脹，同日入
住屯門醫院，臨床診斷為壞死性筋膜炎。翌日接受右邊小腿至膝蓋以
上截肢手術後，同日病逝。化驗結果顯示，他的右腳組織樣本含有創
傷弧菌，而病人的右腳亦曾於病發前一日受傷，個案已交由死因裁判
官跟進調查。

第二宗個案涉及一名有長期病患的50歲男病人，他於今年7月11日起
出現左腿腫脹，7月13日入住屯門醫院，臨床診斷為壞死性筋膜炎。他
於7月14日接受左邊小腿至膝蓋以上截肢手術。病人現時情況危殆。化
驗結果顯示，他的血液樣本含有創傷弧菌。衛生防護中心就該兩宗個
案的調查仍在繼續。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解釋，壞死性筋膜炎是一種
嚴重的細菌感染，可破壞身體的軟組織及筋膜，並可令受感染者於12
小時至24小時內死亡。提醒市民如出現相關感染病徵，例如持續皮膚
紅腫、痛楚及有膿等，應立即求醫。

■東醫院推出新畢業護士啟導計劃，

協助新護士融入臨床環境。 王維寶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49歲無業漢與育有3名
子女的30多歲失婚婦人於屯門木屋同居，惟在女友知情
下2年前在寓所內3度性侵女友的11歲長女，還曾誣衊事
主主動「霸王硬上弓」。無業漢早前被一致裁定2項強姦
罪成，昨被重判入獄10年。法官潘敏琦表示，現年14歲
的事主稱被告為爸爸，被告卻濫用這個身份奪去事主的
貞操，若斥責被告為禽獸的話，「簡直係侮辱了禽獸」。

■失蹤西

班牙籍小

兄弟證實

已隨父離

港 回 祖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