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客入境自用物品超過5,000元（人
民幣，下同）徵稅不是新規定而是舊規
矩。據上海海關12360熱線的工作人員
表示，此項規定早在2010年以來已經執

行至今。
另據財政部等五部門在今年2月的發文規定，旅客

渠道在維持進境物品5,000元免稅限額不變基礎上，
允許其在口岸進境免稅店增加一定數量的免稅購物
額，連同境外免稅購物額總計不超過8,000元。

不過這條規定各地海關在之前的執行標準中鬆緊不
一。據上海在今年年初有過出入境的遊客表示，不少
遊客個人自購物品其實都超出5,000元的限制，但除
了箱子實在太大太誇張的，其他並未被海關要求檢
查。 ■記者 孔雯瓊 整理

自用物享八千元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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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8日起，深圳海關開始「嚴打海外代購」，
對海外郵遞包裹和入境旅客行李加大了檢查

力度，不少旅客因攜帶物品超過免稅總值數額而
被海關徵稅，許多人表示猝不及防，紛紛在網絡
吐槽海關「太狠了」。

兩罐奶粉徵稅百元
「我以為幫人帶奶粉只有每人每次2罐的限制，

沒想到這一次竟然因為奶粉被徵稅。補交了之後
看到海關給我的發票，頓時有想『吐血』的感
覺。」深圳市民朱小姐此次在香港購買了許多化
妝品，也幫人帶了2罐奶粉。其中一罐售價282港
元的美素佳兒 3段被徵稅 54元（人民幣，下
同），另一罐售價235港元的惠氏3段奶粉被徵稅
27元。兩罐奶粉共被徵稅81元（約合港幣97
元），如此高的稅費讓朱小姐直呼「心痛」。
朱小姐告訴記者，此前她都習慣到香港購物，

從生活用品、化妝品、奶粉等物品都是定期到香

港採購。因她頻繁到港購物，所以許多親戚朋友
都託她幫忙購物。「海關一直以來只是嚴查『水
客』，之前我也沒有被查過，雖然知道對進境商
品有一個免稅的數額限制，但是沒在意過這個問
題。」

普通貨品一律檢查
記者昨天在深圳灣口岸採訪過程中，從下午4

點半到5點的半個小時中，平均1分鐘有4位旅
客的行李被海關關員抽查。這個頻率遠高於此
前，大約是之前的4倍。在深圳灣口岸採訪過程
中，有行李被抽查的旅客告訴記者，此次抽查比
之前更細緻。面膜、餅乾、朱古力等普通貨品之
前一般並不會成為海關關員檢查的對象，但此次
卻要全部打開。「全部物品的數值一個個相加，
面膜也要一片片數，餅乾一盒一盒加起來。」有
受訪旅客表示，買了6,000元的物品，交稅超過
1,000元，讓人難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官方首次正面回應上海冒牌奶粉案。
昨日上午，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了
上海公安機關偵破的製售冒牌嬰幼兒配方奶粉案件督查
情況。據介紹，目前還有逾3,000罐冒牌雅培嬰幼兒配
方奶粉下落不明。
據財新網報道，此前，公眾質疑官方雖稱冒牌奶粉符
合國家標準，卻無相關質檢報告。國務院食安辦表示，
已對冒牌「雅培」嬰幼兒配方奶粉進行檢驗，共檢測微
生物、營養素等14項關鍵項目，所檢項目均符合嬰幼兒
配方奶粉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其中鈣含量略低於「雅
培」嬰幼兒配方奶粉標籤明示值。
國務院食安辦督察組組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食品監管二司司長馬純良表示，涉案奶粉僅包括雅培
及貝因美奶粉。目前尚未查明下落的冒牌雅培嬰幼兒配
方奶粉還有3,300罐。

低價奶粉高價售出
國務院食安辦表示，3月30日，針對媒體報道的上海
公安部門破獲冒牌嬰幼兒配方奶粉案，國務院食安辦組
成督查組赴上海進行督查。現已查明，該案是犯罪分子
為牟取暴利，在市場上購買低價嬰幼兒配方奶粉，裝入
仿製的「雅培」、「貝因美」罐體中，冒充高價品牌嬰
幼兒配方奶粉銷售牟利的違法犯罪行為。涉案奶粉銷往
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四省。上海市公安機關以涉嫌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將疑犯陳某、潘某等6人移送起
訴，對楊某上網追逃。
2015年9月9日，上海市公安接到雅培公司產品被人假
冒的舉報後，立即立案偵查。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
1月7日先後抓獲陳某、潘某為首的犯罪團夥共9人，現場
繳獲冒牌「雅培」嬰幼兒配方奶粉1,000餘罐，罐體2萬
餘個，冒牌「雅培」商標6.5萬餘件及有關造假工具。
國務院食安辦表示，下一步將繼續督促上述四省有關部

門抓捕涉嫌犯罪的冒牌奶粉經銷商，並要求貝因美和雅培
兩家企業配合上述四省有關部門追繳冒牌嬰幼兒配方奶
粉，全面整頓銷售網絡，公佈真假品牌奶粉鑒別方法，切
實防止冒牌產品流入其指定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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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嚴打代購 深圳強化抽檢
每分鐘4人被抽查 旅客直呼「心痛」

部分入境物品最新稅率
物品類別

食品飲料

酒

煙

箱包鞋靴

手錶

金銀首飾

化妝品

洗護用品

小家電

攝影（像）
設備

記者 孔雯瓊 整理

範圍

奶粉、乳製品、參類、咖
啡、茶等

各種含乙醇的酒精飲料

捲煙、煙草及煙草代用品
等

各種材質的箱包、鞋靴等

完稅價10,000元人民幣及以
上高檔手錶

金、銀、鉑等貴金屬及包
貴金屬首飾

香水、彩妝

護膚、護髮用品

廚衛用具等

照相機、電視攝像機等

稅率

15%

60%

60%

30%

60%

15%

60%

30%

30%

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內地消費者「海淘熱」遭遇海關潑冷水。繼8日

內地開始徵收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稅後，內地海關部門也同步嚴查漏稅情況，加大了對入境

旅客行李的檢查力度。昨日下午4時後正值深圳各口岸入境高峰，大批旅客從香港購物回

到深圳。記者在深圳灣口岸入境大廳觀察發現，每分鐘約有4名旅客的行李被海關抽查，

抽查頻率約為以前的4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馬靜 上海、北京連線報道）自8日
內地海關實施稅改新政起，不少出
境旅客感覺在上海浦東機場入關
時，開箱抽檢的概率大大提高。不
少領隊表示目前海關檢查至少比以
前嚴格了一倍以上，還有海關內部
人員透露會格外嚴查日韓線航班集
中抵達的旅客。
據多位旅行社出入境遊的領隊表

示，此前浦東機場的抽檢開箱率約
為5%，但新政實施後領隊之間互
傳抽檢率已經上升到10%，也就是
10個遊客裡就有1個會被檢查，且
實際感受到入境排隊時間較以往要
長。
從被抽查到的團員來看，多為帶

着巨大拉桿箱或行李明顯過多者，
且有些領隊會利用工作之便進行代
購，他們本身也成為首要被檢查的
對象之一。
有不具名的上海機場海關內部人

士透露，目前檢查的確比之前嚴
格，尤其針對日韓航線會每班必
查，而其他國際航線則是抽查。該
人士強調此舉主要是打擊以盈利為
目的的海外代購者，對普通旅客影
響不大。

韓國買手紛取消行程
北京的彭女士專職從事韓國代購

近三年，她幾乎每月都要前往韓
國。她表示，海關新政對自己的生
意造成很大影響。「最近幾個月肯
定是不會去韓國了，至於貨物只能
改郵寄了。雖然郵寄也會被徵稅，
但比自己帶還是要好許多，至少郵
寄可以退貨。」她還告訴記者，許
多同行最近都取消了赴韓計劃，至
少近幾個月內不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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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破假奶粉案 3300罐下落不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昨日網絡瘋傳
「上海浦東機場出現大量不願加稅被棄商品」，對此海關方
面闢謠稱那是對查獲涉嫌走私的大量化妝品進行清點，並非
是被人丟棄的化妝品，這樣的情況每天都有，並非「新政」
所致。
不過，上海一名王姓領隊表示，昨日她帶隊從澳洲回國
時，目睹部分團員在整理行李時，出於內心恐懼的確扔掉一
些購買化妝品時店家贈送的彩妝樣品。該名領隊認為這主要
是近期的傳言使得遊客心理產生變化，因為大部分人在境外
的購物價值都會超出5,000元人民幣，即使抽檢率是10個裡面
查1個，誰也不想中頭彩被查出後補交稅。

官方公佈的數據
顯示，內地財收吃
緊。今年1、2月，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

收入27,385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 6.3%，明顯高於去年同期
3.2%的增幅。積極的財政政策強調減稅
增支，從一二月情況看，政府支出力
度明顯加大，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
支出21,170億元，同比增長12%，凸顯
積極財政政策擴張特徵。

財政部日前公佈的1、2月財政收支
數據顯示，前兩個月累計，全國一般
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23,867億
元，同比增長6.7%。其中，包括關稅
和進口貨物增值稅和消費稅等均為負
增長。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方政府財政收
入中佔有較大比重的土地出讓收入，
在2015年出現大幅下降。具體來看，
2015年，全國繳入國庫的土地出讓收
入33,657.73億元，同比下降21.6%。受

土地出讓收入下降的影響，2015年，
全國土地出讓支出33,727.78億元，同
比下降18.5%。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
施正文就此向媒體表示，從目前來
看，土地出讓收入下降對地方政府整
體影響不大。長遠來看，房地產增速
放緩趨勢已經形成，地方政府不能老
是依靠土地財政，應當以此為契機，
積極培養新稅源。

■記者 劉凝哲 整理

北京市民孫女士：
免稅額低 購物變麻煩
孫女士是北京某旅遊公司員工，出國旅遊次

數非常多。她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出國給孩子
買奶粉、嬰童用品也是出國一項主要內容。
「新政出來，我覺得太不方便了，5,000元的額
度太低了。我也不是代購，只是給自己和家人帶東西而已。以
前每年都會去一趟日本，現在肯定會少帶很多東西，真的很麻
煩。」

深圳市民杜小姐：
降低稅率 增購買渠道
杜小姐因工作原因每周都往返於深圳和香港

之間，偶爾也幫朋友帶東西。她說：「打擊水
客和代購可以理解，但此次突襲嚴查卻讓人陷
入到『買內地產品沒信心，買進口產品又被打
擊』的尷尬境地。希望未來內地更多一些買免稅進口商品的渠
道，也希望未來國家對進口產品的稅率可以降低一些。」

記者 馬靜、何花 整理

官方闢謠浦東機場棄化妝品 減稅增支 內地財收吃緊

現場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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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許多市民習慣定期赴港購物深圳許多市民習慣定期赴港購物。。 皇崗口岸供圖皇崗口岸供圖

■浦東機場海關闢謠稱，網傳滿
地化妝品是清點查獲涉嫌的走私
品。 網上圖片

製1.1萬罐「貝因
美」奶粉
製 1.16 萬罐「雅
培」奶粉

山東兗州、
湖南長沙

山東金谷：
仿「貝因美」鐵罐
廣東東莞：
仿「雅培」塑料罐

浙江台州：
標籤印刷

假奶粉製作流程
購單價每盒30元人民幣盒裝「貝因美」
購單價每罐70-80元人民幣其他品牌奶粉

資料來源：財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