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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立法會以「掟汽油

彈」恐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黃毓民的恐

嚇言論激起公憤，但他昨日在立法會之外仍

然堅拒收回恐嚇言論，並鼓動市民「掟汽油

彈」。黃毓民在立法會外繼續發表恐嚇言

論，已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豁免，必須受到法律追究。必須指出的是，

社會越對抗，激進反對派就越容易得勢。激

進反對派最希望政改一拍兩散，普選落空，

社會大亂。社會各界必須排除干擾，理性討

論，依法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點名批評黃毓民的言

論帶有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特區

政府亦不會姑息。社會各界幾乎一面倒炮轟

黃毓民自恃議員身份有免責權，就恐嚇政府

官員，並指出黃毓民「掟汽油彈」的恐嚇言

論，令人想起當年入境處縱火案慘劇，擔心

挑釁性言論會助長激進青年重蹈覆轍，促請

政府及警方不能手軟，必須追究恐嚇言論與

任何暴力行為。黃毓民要向林鄭月娥「掟汽

油彈」的恐嚇言論，無論是他自己要掟還是

煽動市民去掟，都是十足的恐嚇罪行。況

且，黃毓民聲稱不會收回他的恐嚇言論，意

味他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掟汽油彈」

的恐嚇仍具威脅性，執法當局必須依法追究

黃毓民的恐嚇罪行，以有效遏止動輒威脅他

人和踐踏法治的歪風。

黃毓民無理指責政改是「假諮詢」，說香

港需要「搞革命」，以「掟汽油彈」恐嚇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顯然是企圖使政改諮詢

脫離法治軌道，令政改變成對抗，「走彎

路」、「行冤路」，一拍兩散。激進反對派

最希望的是政改無法凝聚共識，普選落空，

社會陷入混亂，以利他們渾水摸魚、呼風喚

雨。但這嚴重損害廣大市民福祉。

各界理性討論，依法如期落實普選，最符合

港人的利益。黃毓民聲稱「香港除『搞革命』

無第二條路」，是刻意要將香港推入動亂和流

血之中。但是，近年來世界上一些國家的「顏

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導致的是社會動

盪、流血衝突、民不聊生，黃毓民聲稱香港要

「搞革命」，暴露其用心險惡。

未來 5 個月的政改諮詢，必須在基本法和

人大有關決定的軌道上進行。社會各界應排

除干擾，依法理性討論，積極提出建設性的

意見和建議，努力形成共識，實現基本法和

人大有關決定已經確定的普選目標。

（相關新聞刊A6版）

恐嚇言論須追究 討論普選要理性
中電昨日宣布來年將加電費3.9%，港燈則維

持電費不變，並預計未來 5 年都不用調整電

費。此次中電加價加幅低於通脹，尤其是港燈

預告未來多年凍結加價，是順應市民訴求、回

饋社會的做法，是專營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表

現，政府也發揮了斡旋把關的作用，應予肯

定。不過，電費始終是民生大事。現行的9.9%

的利潤保障協議已成為加價的最大理由，受到

市民質疑。當局未來檢討利潤管制協議時，應

與時俱進引入更公平合理的機制，既保障企業

合理利潤、維持電力穩定，又兼顧市民承受能

力，避免電費加價成為社會爭議焦點。

電費加價是近年敏感的社會問題。此次兩電

公布的電費調整方案，顯示在輿論壓力和政府

的努力斡旋把關下，兩電盡力壓低成本，照顧

市民情緒，電費調整合理。港燈明年不僅不加

價，更計劃未來5年都不調整電費，對於港燈

的用戶而言，絕對是喜訊。目前外圍經濟形勢

未明，營商成本持續上升，通脹再趨升溫。港

燈作為專營企業，能夠體諒市民、中小企的困

難，凍結電費加價，主動減輕普羅大眾的負

擔，帶頭負起企業社會責任，彰顯取諸社會、

回饋社會的企業良心，值得肯定。

此次兩電加價較為克制，可以視為企業自

律的成果。不過，按照現行利潤管制協議，

兩電可以有大條道理享受 9.9%的加幅，這必

然會遭到「賺到盡」的指責。兩電加價屢屢

成為爭議焦點，說明現行利潤管制協議需要

作出改革。現行兩電利潤管制協議，是用資

產來計算回報的方式。其原因主要是數十年

前，當時的政府要鼓勵電力公司投放資源建

電廠及電網，以確保提供穩定的電力供應，

市民的承受力並無計算在內。這種計算回報

的方式，早在其他發達國家絕跡了。時移世

易，社會的維權、環保意識不斷提升，較早

前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

市民期望電力供應需要兼顧可靠、價格及環

保三方面。利潤管制協議不考慮市民關心的

要素，加價激起民怨在所難免。但是，要求

環保就要用更貴的清潔能源，多付的成本市

民是否願意接受，這是現實的問題。

未來檢討利潤管制協議時，政府有必要重新

制定一套更公平合理的電價釐訂機制，要將通

脹、環保、營運投資成本等一籃子因素綜合考

慮，既要有經濟誘因吸引電力公司繼續投資，

同時讓社會充分掌握電力營運的成本和付出，

讓消費者感覺電價合理，減少對電費調整的爭

議。 （相關新聞刊A2版）

加價自律應讚賞 利潤機制需改革

「有案底」跨境車 深續牌須擔保
嚴打走私逾期滯留 保額視車齡 境內機構承保

防聖誕狂歡 警截逾千萬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香港海關昨公布日前偵
破一間出售「南京同仁堂安宮牛黃丸」的藥房，以口頭虛
假陳述欺騙顧客為「北京同仁堂安宮牛黃丸」，拘捕一名
涉嫌違反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的43歲男店員，並檢
獲13盒「南京同仁堂安宮牛黃丸」，價值6,240元，案件
仍在調查。
海關表示，在接獲投訴後，兩次派人到藥房向店員表明
購買「北京同仁堂安宮牛黃丸」，而店員卻將「南京同仁
堂安宮牛黃丸」售予海關人員，並口頭聲稱該貨品是「北
京同仁堂安宮牛黃丸」。

聲稱「北京」貨 遮「南京」字樣
該店員稱店內陳列出售的相同貨品均為「北京同仁堂安

宮牛黃丸」。但海關發現盒上印有「中國南京同仁堂藥業
有限責任公司生產」字樣，當中「中國南京」四個字則全
部被標籤遮蓋，而店員提供的付款單據上亦沒有列出產品
名稱。
該名店員因涉嫌在營業過程中，供應或要約供應已應用

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違反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而
被捕。海關發言人昨表示，根據《商品說明條例》，「虛
假商品說明」指虛假達關鍵程度的商品說明；或雖然並非
虛假但卻具有誤導性的商品說明，亦即相當可能會被視為
一種虛假達關鍵程度的商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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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聖
誕及新年長假將至，毒販加緊張羅毒
品應市。警方及海關積極加強掃蕩，
前晚至昨晨，接連破獲2宗毒品案，
共截獲近10萬粒「五仔」、3公斤
「K仔」、5公斤可卡因等懷疑毒
品，總值逾1,100萬元。2名男子涉案
被捕扣查。

青衣埋伏 搜1,500粒「五仔」
前晚10時許，海關毒品調查科人員

根據情報，掩至青衣美景花園對開埋
伏，發現一名身背斜孭袋的可疑男子
徘徊，於是上前截查。結果，探員在
男子斜孭袋中搜出1,500粒「五仔」
懷疑毒品及一串鎖匙，包括2條車
匙、門匙等。
關員隨後利用2條車匙，分別開啟
屬於疑犯的一輛私家車車門及一輛電
單車尾箱搜查，再搜獲約160克「K
仔」懷疑毒品。關員再根據該輛私家
車所貼的屋苑泊車證，昨日凌晨3時
許，到青山公路龍珠花園4座一低層
單位搜查，在屋內查獲多達9萬粒
「五仔」、3公斤「K仔」，數百粒
「搖頭丸」等。
同時，探員又截獲電子磅、膠袋等

包裝工具，全部市值逾500萬港元。
海關相信上址為毒品包裝及分銷中

心，聖誕及新年長假期將至，有人或
正加緊出貨應市，估計毒品將供應給
娛樂場所。被捕男子38歲，初步調查
無刑事案底。海關毒品調查科人員正
設法追查毒品來源及同黨下落。
另一邊廂，警方毒品調查科探員根

據線報深入調查後，昨晨8時20分，
在天水圍天華路與天影路交界截停一
輛新界的士，拘捕車上一名28歲姓謝
目標青年，在他隨身環保袋內搜獲5
袋共重5公斤的懷疑可卡因毒品，市
值逾600萬港元。

青年攜5袋可卡因坐的被捕

警方毒品調查科督察蔣家駿表示，被
捕疑犯報稱無業，被截停時無反抗，攜
帶毒品亦沒有刻意掩飾，如普通人般冷
靜。經初步調查，警方相信的士司機不
涉案，事後已放行。謝姓疑犯涉嫌「販
毒」罪名被帶署扣查。警方相信，該案
背後涉及龐大販毒集團，稍後或會有更
多涉案人士被捕。

深圳海關行郵監管處劉莉珍處長介紹，目前經深圳
公路口岸進出香港的人員所乘坐的公路交通工具

主要有兩種：粵港合作運輸公司經營的大中型車、出
租小車，即營運跨境車；單位和個人自用的公務車和
私家車，即非營運跨境車。上述兩種統稱為跨境車。

深登記3.1萬 日流通2.1萬
據統計，截至2013年10月，在深圳海關登記的粵港

兩地牌跨境車約有3.1萬輛，而每日進出深港兩地的車
數量高達2.1萬輛。「隨跨境車數量的不斷增加，具
有駕駛跨境車資格的人群不斷擴大，利用跨境車從事
走私違法活動也在增多。同時，一些跨境車因逾期滯
留境內而導致國家稅款流失的情況時有發生。」兩類
車需收取擔保佔所有車總數2%。
為進一步規範跨境車管理，深圳海關定於本月20日

出台《關於跨境車監管有關事項的公告》，該公告規
定，海關需對跨境車、跨境客運企業、非營運指標所
有人以及駕駛員實行登記管理；規定跨境車進出境應
當接受海關監管和檢查，車主對車輛進行轉讓、抵
押、質押或者其他處置前，應到海關辦理相關手續；
規定港籍車輛進境、內地籍車輛出境後，應當自進出

境之日起三個月內復出境或復進境；規定進出境時車
輛備用物料和司乘人員個人自用物品的監管措施；同
時決定對高風險跨境車收取擔保。

兩類車須擔保 約佔2%
據了解，此前跨境貨車一直以企業為單位為車輛提供

擔保。參照跨境貨車的管理經驗，海關決定針對以下2
類跨境車輛收取擔保：一類是跨境客運企業、非營運指
標所有人、跨境車駕駛員在跨境車登記有效期內（一
年），利用該車從事走私被追究刑事責任，或受到行政
處罰的；一類是跨境車在其登記有效期內未按規定期限
復出境的。該2類車僅佔海關登記的車總數的2%。

毋須現金 多種形式擔保
該公告將於2014年1月1日起實施。但並非當日集中

辦理擔保手續，而是自該日起符合規定情形的企業在
辦理跨境車登記年審延期手續時，向海關提供有關擔
保，擔保形式可以是境內金融機構保函、海關認可的
境內非金融機構保函等，毋須以現金形式提供擔保。
深圳海關將及時評估有關管理措施的執行情況，並適
時進行調整和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

道）昨日上午，深圳海關宣布，明年起

深圳海關將向高風險粵港兩地牌車收取

擔保，相關公告將於本月20日發布。

根據公告，符合規定情形的企業自

2014年1月1日起在辦理跨境車登記年

審延期手續時，可選擇多種形式向海關

提供擔保，擔保額度將根據車輛的新舊

程度折舊核定完稅價格。跨境車日均流

動量2.1萬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據深圳海關通報，兩
地牌車司機利用跨境貨車、客車從事走私違法活動的情況時有
發生。近兩年來，該關共查獲利用跨境客車走私違規案件1,500
多宗，累計案值近億元，而這些兩地牌客車大部分時候是以走
私日用品、手機為主。
同時，海關透露，經過多年的追查和清理，至今仍有近200

輛港牌客車長期滯留在境內未出境。這些車輛或被倒賣，或被
轉租，均導致國家稅款大量流失。
根據海關規定，香港籍跨境客車進境3個月內應當出境。如

因特殊情況需延長期限的，車主應在期限屆滿10天前向海關提
出延期申請，並提交相應的合法證明文件，經海關同意後，可
予以延期，延期最多不超過3次，每次延長期限不超過3個月。

可避高達140%關稅
然而事實上，港牌車滯留境內遲遲未出境的現象近年來逐漸

增加。這些車輛除了小部分因為損壞等客觀原因不得不滯留在
境內維修，大部分被不法分子倒賣。有知情者透露，倒賣境外
車輛可逃避60%至140%的高額關稅。

200港車無出境或已倒賣轉租

▲在天水圍被捕的毒販。

關員在毒販位於龍珠花園寓所再
搜出大量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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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曾走私及過期出境的港牌貨櫃車在深圳
海關續牌時，須提交境內機構擔保。圖為一走
私電子產品的港牌貨櫃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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