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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奶撤令須待「真係冇問題」
供應有改善價格持續平穩 將軍澳寶林成「搶粉」熱點

東鐵線沿線地區經常鬧奶粉荒，消委會上月底派員於
上水、沙田、北角、屯門及將軍澳寶林等10個經

常出現奶粉短缺的地區，檢視牛欄牌、美素佳兒、美贊
臣及惠氏4個品牌的初生嬰兒奶粉供應情況。結果顯
示，今年奶粉缺貨問題稍為紓緩，10個地區的缺貨率均
保持於50%以下，即每10間店舖中至少5間有供應。

美素佳兒最缺貨
消委會以美贊臣安嬰兒A+900克為例，去年在上水區
缺貨率高達93.3%，即10間零售店中有9間斷貨，同一
產品今年在10個地區的缺貨率降至20%或以下，部分地
區如大埔及旺角更無缺貨問題。
調查反映美素佳兒今年的缺貨情況比其他品牌嚴重，
該品牌金裝美素力 900克在 10區中有 7區缺貨率逾
20%，依次為屯門(37.5%)、元朗(35.3%)及紅磡(29.4%)
等。牛欄牌樂兒初生嬰兒奶粉900克在個別地區的缺貨
率偏高，包括大埔(43.8%)及屯門(31.3%)。

寶林因需求增售點少出事
向來屬水貨客重災區的上水，今年情況得以改善，4個
品牌型號的缺貨率由去年逾50%，降至今年約3%至
15.2%。不過，將軍澳寶林的缺貨率卻最嚴峻，4個品牌
的缺貨率均在20%以上，以牛欄牌的缺貨率最高(30%)，
其次是美素佳兒(27.3%)。黃玉山估計與區內年輕家庭
多、但奶粉零售點少有關。
價格方面，去年一度出現售380元的「天價」奶粉，
今年最貴的奶粉回落至正常水平，售295元。除了惠
氏，其他3個品牌奶粉商上調建議零售價1.7%至6.7%，
大型連鎖店的奶粉價大致相同，藥房售價較連鎖店便宜
4.9%至24.2%。
黃玉山回應對「限奶令」取態時表示，去年出現明顯
短缺情況，但今年回穩不代表情況可以持續。他強調，
奶粉對嬰幼兒而言是無可取代的食物，因此一定要保障
本地嬰兒有奶粉供應，「真係冇問題先好去撤。」消委
會亦歡迎政府建議制定規管架構，立法加強規管奶粉配
方產品及嬰幼兒食物的營養及健康聲稱，並冀愈快落實
規管愈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年近歲晚，

奶粉再度成為內地人瘋狂搶購的熱門產品。消

委會昨日公布在本港10個地區進行的4大品牌

奶粉供應調查，發現今年奶粉配方價格保持平

穩，供應亦暫未出現如去年般嚴重短缺的情

況，曾鬧奶粉荒的上水缺貨率亦大幅改善，但

需求增、售點少的將軍澳寶林卻一躍成為奶粉

產品最搶手的地區。消委會主席黃玉山指出，

即使今年奶粉供應改善亦不代表是恆常情況，

認為奶粉供應「真係無問題」才可考慮撤銷

「限奶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粉嶺裁
判法院昨再處理13宗違反「限奶令」案
件，其中有5名被告年逾60歲。主任裁判
官吳蕙芳強調，即使長者犯法，會依法判
監，盼長者勿以身試法，勸誡「真係會判
坐監㗎」。
該13宗案件中，有兩宗為傳票案件，餘

為刑事案件，被告年齡由32歲至78歲，
罰款由3,300元至5,300元。其中，74歲女
被告陳文英為香港居民，因攜帶8.2公斤
奶粉而被判罰款5,100元。她在庭外直呼
「幾十歲很慘」，「唔會再做喇，仲
做。」但被追問奶粉用途及替何人帶奶粉
時，她卻不肯透露。
另一名60歲被告李秀玲為內地人，同因

帶8.2公斤奶粉被判罰款4,900元。她在庭
外亦稱「唔會再做」。被問及多少錢帶一
次奶粉時，她回應「兩樣都充公喇，奶粉
又充公埋，錢又罰埋」，又指「你哋香港
人搵咗錢啦」。

官：長者違「限奶令」會判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消委會昨日
公布，去年共接獲31,048宗投訴，較前年的
3萬宗微升3%，亦見5年來新高。投訴個案
中，針對貨品的投訴飆升10%至14,911宗，
是近3年來最多，而投訴類別則以5,953宗的
電訊服務投訴佔19.2%，位居榜首。
消委會分析指出，去年一款新型號智能手
機推出後，電訊商紛紛提供新產品預售服

務，但最終因貨品供不應求，或電訊商的合
約列明不安排退回訂金等銷售安排，引發大
量投訴，導致貨品投訴個案增加。消委會批
評個別電訊商的網上訂購細則對消費者不公
平，敦促有關電訊商制定更公平、合理的訂
購細則，並提倡「貨到付款」以及全數退款
等機制，保障消費者權益。
至於投訴類別，首3位分別為電訊服務、

通訊用品及旅遊事務。電訊服務自2000年以
來一直高踞投訴類別榜首，但去年的投訴宗
數較2013年減少7%，當中近80%投訴與流
動電話、互聯網服務及移動數據傳輸服務有
關。通訊用品投訴個案（4,195宗）則較前年
大升77%，4,013宗涉及流動電話，當中約
58%的個案與上述新型號智能手機預售相
關。
第3位是旅遊事務投訴（1,879宗），升幅

為28%，涉及航空服務與機票相關的投訴個
案佔1,280宗，約60%投訴涉及廉價航空，主

要為價格爭議及航班延誤的問題。消委會指
出，廉航提供相宜的價格時，亦需要改善配
套，如提升網上訂票系統、改善機票預訂政
策及航班取消安排等。
另外，近年網上購物盛行亦令投訴個案較

2013年增加70%，涉及金額逾2,000萬元。
最多投訴為電訊器材及服務，其次是網購旅
行機票及住宿。消委會認為，消委者需注意
網購條款、權益，以及如何追討賠償等問
題，同時亦鼓勵商戶建立更健全的網購機制
及更公平的交易平台，令消費者安心。

投訴5年新高 電訊服務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香港海關在「限奶令」
及打擊走私成果上大豐收，去年合共20,346宗打擊個
案，按年升8%，創歷年新高。海關關長張雲正昨日總結
去年工作時表示，海關檢獲走私木材按年勁升11倍，另
截至去年底共截獲9,160宗違法偷運過量配方粉案，但只
有不足100宗有判刑。他認為裁判法官提出加刑足以提高
阻嚇力，對口岸執勤更是莫大鼓舞。他又指，農曆年海關
將加派人手執勤，若有人明目張膽偷運，海關不會置之不
理，執法數字上升亦反映打擊有成效。
海關去年大豐收，打擊走私成效顯著，20,346宗打擊個
案更創下歷年新高。針對「水貨客」強搶本地物資及違法
偷運過量嬰幼兒配方奶粉嚴重擾民，張雲正昨日在海關年
結記者會上指出，自「限奶令」實施以來，海關截至去年
底共截獲9,160宗違例個案，拘捕9,204人，當中內地人
及港人呈六四比，約有8,200宗已審理，但只有不足100
宗有判刑，其餘多以罰款了事。

指須分清「水客」與自用者
就裁判法官提出加刑甚至即時判監以提高阻嚇力，張雲

正認為裁判官的判刑有助加強打擊力度，對口岸執勤的同
事而言更是莫大鼓舞。他續指，「水客」是負面詞語，一
定涉及走私活動，外界必須分清「水客」與經常往返兩地
購物自用的旅客不同。

執法數字增顯打擊見效
張雲正承認，部分旅客來港購物確對社區造成滋擾，海

關會持續與各部門合作，舉例指若有人受聘於水貨工作，
會將有關資料交予入境處跟進，有關人士或會被列入監察
名單而不准來港，「整個執法過程環環相扣，執法數字上
升正好反映打擊有成效。」
海關近年持續嚴打走私，張雲正指，去年走私案共255

宗，按年下跌10%，其中85%涉及內港走私，經陸路及
海路分別有146宗及70宗，運往內地多數為智能手機、電
子產品、平板電腦及攝影器材，運港則多數屬香煙及侵權
物品。同時，海關檢獲的瀕危物種個案有462宗，按年升
12%，海關充公13.8萬公斤物品，當中木材佔12.46萬公
斤，按年勁升11倍，並以沉香木為主，而象牙及穿山甲
則分別按年下跌72%及12%。張雲正指出，當局去年透
過「有組織及罪案條例」凍結3宗個案共1.3億元不法收
入，認為是對不法之徒的最大傷害。

若「展示式」偷運奶粉會捉
針對農曆年將至，又是走私高峰期，張雲正指海關將加
派人手在口岸執勤，並與各部門進行情報交流，減低不必
要滋擾。他指出，若有人明目張膽，在口岸「展示式」違
法偷運過量嬰幼兒配方粉，在正常情況下關員不會置之不
理。
另外，去年共有11,546宗私煙案，海關檢獲5,200萬枝

私煙，分別按年升3%及下跌42%。張雲正認為海關從上
游堵截以取代中游倉存及打擊下游買賣有成效。他又指，
私煙隊去年成功堵截318宗私煙個案，按年大升60%，海
關將貫徹執行打擊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海關緝毒成績彪炳，
去年共偵破808宗毒品案，按年大升57%，檢獲1,035
公斤毒品，按年升幅達1.4倍。海關關長張雲正昨日表
示，大部分案件均為路過本港及在出入境口岸堵截，香
港未有成為分銷中心的跡象。海關去年於空郵中心偵破
292宗毒品案，按年升7倍外，檢獲345公斤毒品，數量
亦按年升10倍，當中冰毒及浴鹽各佔97公斤及190公
斤。他指出，海關毒品調查科去年改組後改變調查策
略，令本地及外地執法上取得突破。
張雲正指出，海關去年面對多項挑戰，其中應貨稅收
97億元，按年升6%，另首次登記稅收96億元，是本港
顯著的收入來源之一。海關亦於緝毒上取得彪炳成績，
張雲正指去年共偵破808宗毒品案，按年大升57%，當
中有70%於機場發生。他續指，檢獲毒品中以冰毒佔最
多，達40%，檢獲量按年升4倍。其次為「浴鹽」，佔
22%，檢獲量按年急升12倍；至於「K仔」則佔整體
12%。
張雲正表示，海關毒品調查科去年改組後改變調查策
略，針對大部分案件為路過本港及在出入境口岸堵截，
改為聚焦外向執法，並將機場調查科升格，與旅行社進
行恆常交流，令本地及外地執法上取得突破。他指，調
查科去年於本地共偵破25宗毒品案，檢獲89公斤毒
品，按年升2.5倍，而外地則偵破45宗，檢獲222公斤
毒品，按年升逾4倍。

居外退休者受利誘
張雲正稱，今年海關將繼續深入調查工作，包括推行
「海關緝毒策略」，邀請亞太區組織成員成立「禁毒專
家組」並在今年3月進行首次會議。助理關長何仕景表
示，去年海關與美國合作進行聯合行動，發現有不法分

子以繼承遺產為由，引誘居於外地的退休人士來港，再
利誘他們運載藏毒的行李至澳洲，結果有10名歐美及
澳洲籍人士被捕，年齡介乎45歲至82歲，提獲29.5公
斤毒品，市值1,200萬港元，「若成功偷運到澳洲，將
翻價3倍至3,600萬港元，行動仍在繼續中。」

港無內部分銷毒品
張雲正認為，香港未有參與控制毒品分銷的過程，大

部分毒品只是途經旅客攜帶及經由郵件抵港，完全不涉

本港內部分銷。他續指，不法分子為分散風險，會選擇
較平價的空郵運毒，故海關與香港郵政合作下，於空郵
中心偵破292宗毒品案，按年大升7倍。
此外，海關針對去年偵破850宗侵權案，當中盜版及

冒牌分別按年下跌39%及上升26%，因應網上侵權有
185宗，按年升14%成新趨勢，海關正開發「網訊系
統」將搜尋侵權物品範圍伸延至社交媒體平台，有信心
於今年底啟用。另外海關新一個年度將招聘40名督察
及250名關員，以填補每年平均200人退休的空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
州報道）對於近期媒體關注的水
客問題，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昨日
在參加廣東人大深圳團開放日時
表示，兩地政府多年來在這問題
上不斷協商，不斷地加以解決，
但基於兩地不同的制度環境，包
括商貿規則的差異等，需要進一
步去努力去解決。
王榮昨日表示，水貨客問題存

在已有一段時間，深港政府也在
加以解決，在上月底舉行的深港
合作會議上，兩地政府也對這個
港人擔心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
究，惟基於兩地不同的制度環
境，兩地政府還是要進一步去努
力去解決這些問題。
他並坦誠，目前內地的食品安

全也比較嚴重，這也是目前內地
客去香港購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着內地對食品安全監管力度的
加大，包括企業誠信度的提高，
這種局面會改善。目前，中央對
食品安全問題也非常重視，這些
年來對於食品安全也加大力度治
理。

空郵中心破292宗毒案 按年升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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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傳銷電話擾人不斷。新
論壇於今年1月底至2月初，通過電話訪問約1,000名
市民，發現近三成人在一周之內收到4個以上「人對
人」的促銷電話，近半數人身處外地也不可避免地收
到漫遊促銷電話，導致金錢損失。新論壇昨日建議，
私隱專員公署應引入「拒收人對人促銷電話登記
冊」，及加強個人私隱條例的執法工作。
新論壇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指，有58%受訪市民收
到的大部分「人對人」促銷電話知道自己姓氏，51%
人指不知為什麼個人資料被人知道，75%指人對人促
銷電話非常滋擾。雖有69%受訪者指，曾經要求對方
停止再次來電，但達80%受訪者仍然再次接獲同一公
司的電話。新論壇認為，這反映相關公司並未按照受
訪者要求，將個人資料刪除。
儘管有不少促銷電話都涉及濫用個人資料，而根據

個人私隱條例，資料擁有人可隨時要求機構停用個人
資料作促銷用途，但調查發現，促銷機構對條例視若
無睹。根據個人私隱條例，在當事人要求停止下，促
銷機構仍然使用當事人資料，最高罰則可達50萬港幣
及3年監禁。

自我規管難發揮作用
新論壇表示，特區政府從2010年開始鼓勵幾個使用

電話促銷的主要行業，包括金融業、保險業、電訊業
推行自我規管，但調查發現自我規管不能發揮作用，
故建議特區政府仿效「拒收信息登記冊」，研究設立
「拒收人對人促銷電話登記冊」，並建議私隱專員公
署研究修訂個人私隱條例（第四八六章）的規管範
圍，及加強執法工作。

「人對人」促銷擾民
新論壇倡引「拒收電話冊」

■海關去年於
空郵中心偵破
292 宗 毒 品
案，按年升7
倍，檢獲345
公斤毒品，數
量亦按年升
10倍。

梁祖彝 攝

◀去年奶粉嚴重短缺，上水區缺貨
率高達93.3%。圖為去年內地人來
港搶購奶粉的情況。 資料圖片

▲消委會發現今年奶粉配方價格保持平穩，曾鬧奶粉荒
的上水缺貨率亦大幅改善，但需求增、售點少的將軍澳
寶林卻成為奶粉最搶手地區。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