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委會完成兩年一度的租金檢討，全港
70多萬公屋租戶 9月1日起將加租一成。
有關方面表示，未來不會採取「一刀切」
的租金寬免，而是有針對性地幫助困難
戶。社會主流意見認同，這是能夠體現社
會公平的做法。因為，社會公平並非簡單
的平均主義，公帑應該用在最有需要的地
方。過去多次租金檢討，已經一再推出免
租措施抵消加幅。如果這次再一律免租1
個月，不僅房委會將面臨20億元赤字，而
且明顯有違公平原則，也不是善用資源之
舉。只有採取有針對性地幫助困難戶，讓
公帑用得其所，才能真正體現社會公平正
義。

最近進行的公屋租金檢討顯示，2013至
2015年，公屋租戶平均每月入息增幅超過
16%。按現時租金調整上限最高不超過一
成的機制，所有的公屋將要加租一成。過
去幾年，由於要體現「還富於民」的施政
方針，政府採取了不增加住戶實際負擔的
措施。2010 年檢討時僅加租 4.68%，住戶
獲免租 1 個月；2012 年也按機制加租一
成 ， 當 年 更 獲 免 租 3 個 月 ， 「 明 加 實
減」；2014年，收入升幅達19%，按機制
也只是加租一成，並代交1個月租金。由
此可見，公屋租戶過去多年已獲十分優厚
的寬免，房委會更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來補
貼，居住在公屋的市民，無論其經濟狀況
如何，都可以劃一地享受到了有關的優
惠。房委會此次提出，不傾向「一刀切」
式的寬免，而是有針對性地幫助有需要的

困難戶，這不僅是為了改善房委會財政狀
況，防止出現更大赤字的需要，更是體現
出公帑需要更合理運用的原則。

有意見認為，本次租金調整是對比2013
至2015年的住戶入息，那兩年經濟好，而
今經濟放緩，因此不該加租。但只要稍作
思考，就可以看到這種意見的片面之處，
政府為興建公屋和管理公屋，已經投入了
大量的資源，公屋住戶已享有多重資助，
如果將過去的「派糖」視作「慣例」，次
次都要求不加租或者免租抵消加幅，顯然
是不合理。雖然經濟出現下調跡象，住戶
不想多花錢乃人之常情，但如果都是「一
刀切」寬免，則意味連住在公屋裡的富
戶也可同時獲益，顯然不是有限資源的最
合理運用。

鑒於現時最多加租一成的封頂安排，已
經在相當程度上能夠保障到租戶的利益，
加上對經濟困難的租戶，房委會的租金
援助計劃也可協助解決短期需要。更重
要的是，政府的資源必須用到最需要的
地方，大量輪候冊上的市民要求有更多
資源興建公屋，加快他們的「上樓」速
度，如果房委會連按機制的租金收入都
得不到保障，又如何能夠善用資源來改
善公屋的興建與營運呢？因此，社會輿
論大多支持房委會此次有針對性善用資
源的做法，希望有關方面能夠把這些道
理向公屋居民解釋清楚，同時，對有實
際困難的住戶加以適度支援，把這個措施
扎扎實實地做細做好。

公共資源應幫助最有需要的人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深圳海
關昨日通報，該關與美國、香港、深圳等地禁毒執
法部門開展合作，成功破獲了一起特大走私氯胺酮
出境系列案件，累計繳獲毒品氯胺酮（俗稱「K
粉」）24.36公斤。

通過快遞郵包走私毒品
案件起始於去年8月深圳寄往美國的一個郵包，

深圳海關駐郵局辦事處在一個發往美國的郵包中查
獲涉嫌走私出境的氯氨酮2.9千克。這引起了深圳
海關緝私部門的關注。深圳海關立即開展現場勘查
和情報經營工作。根據快遞單號查到了最初的寄件

地址，通過調取視頻追蹤到一年輕女子與一中年男
子，最終將二人的活動範圍確定在深圳華強北附
近。辦案人員根據以往偵辦快件郵包案件情況判
斷，犯罪嫌疑分子可能還會再次走私。
隨後，深圳開始對具有相同申報物品種類、相同
申報目的地的郵件包裹開展全面排查。再次在一個
發往美國的郵包中查獲涉嫌走私氯氨酮5.92公斤，
案件取得初步進展。

涉及深圳惠州香港三地
辦案人員再次開展線索排查，發現有一票疑似

走私氯胺酮包裹從深圳入境到本港，深圳海關迅

速向香港海關通報相關情況，港方成功查獲氯胺
酮7.5公斤。綜合這三個快遞單線索，深圳海關確
定了偵查思路。後經海關總署緝私局協調，該關
與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聯合策劃開展國際「控
制下交付」行動，即將郵包交付美方引出嫌疑
人，由美方實施抓捕。2015年10月11日，該關
將「毒包裹」郵寄出境至美國。10月19日，美國
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實施抓捕行動，成功抓獲一名
華裔女性犯罪嫌疑人。
通過這名華裔女性，辦案人員掌握了一個以福建

籍人員為骨幹的走私販毒團伙，走私活動涉及深
圳、惠州、香港三地。至此，經過三地執法部門的
攜手合作，該關緝私部門成功摧毀了這一跨國跨境
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鏈條，累計查獲氯胺酮24.36
公斤。

中美合破跨境販毒案 繳「K粉」24公斤

香港回歸祖國19年來，風雨兼程，挑戰和考驗接
踵而至。在中央鼎力支持下，香港成功抵禦一系列
外圍衝擊，實現經濟平穩發展。從開放「個人遊」
到簽署CEPA及補充協議，從支持香港發展人民幣離
岸市場到「滬港通」，從鼓勵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
市到推動粵港合作和泛珠三角經濟區域合作，中央
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全方位的交流合作，19年來碩
果纍纍。

香港回歸後，中央支持香港的舉措從未間斷。中
央在謀劃和推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充分發揮香
港的作用，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交流合作，為
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提供堅強後盾。「十二五」規劃
首次將涉港內容單獨成章，明確香港在國家發展中
的戰略地位。「十三五」規劃進一步支持香港鞏固
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和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了巨大的
機遇。這些舉措對於香港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拓
展經濟發展空間、增強抵禦外部經濟風險能力、提
升港人信心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視察香港期間
指出，香港的地位由經濟地位決定，而不是靠搞街
頭政治，把謀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是香港的出路所
在。張德江歸納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四個
獨特優勢和四個積極作用，為香港經濟發展指明方
向，有助港人突破狹隘的本土意識，以廣闊的視野
認識「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全面認識「一帶一
路」的戰略機遇，明確定位，使香港的人才、資
金、金融服務等優勢，在更廣闊的平台上發揮更重
要的作用，在積極推動國家戰略的同時，進一步鞏

固和提升香港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
據悉，根據香港經濟最新發展的情況，中央有關

方面正在制定帶動香港發展的行動方案，包括支持
香港主動對接「一帶一路」，打造綜合服務平台，
支持香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投融資
平台建設，支持香港聚焦「一帶一路」人文交流，
支持香港深化和內地的合作，共同開闢「一帶一
路」市場。香港只有背靠廣闊的內陸腹地，才能連
接巨大的國際市場；只要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
同發展，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道路必越走越
寬廣。

香港騰飛的歷史，就是抓住國家發展機遇、靈活
應變、奮鬥發展的歷史。上世紀中葉以來香港經濟
發展的兩次轉型，都充分展現了港人的機遇意識。
世界日新月異，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港人應放開懷
抱，全面深入了解新的世界和中國，重拾高度機遇
意識。國家實施「走出去」、「一帶一路」、自由
貿易區等戰略，為香港帶來了重大機遇。香港要抓
住歷史機遇，就必須與內地打造利益、命運和責任
共同體，以擺脫經濟發展瓶頸，實現升級轉型和新
的騰飛。

從香港優勢來講，自由開放的體制、國際接軌的
法治、發達的服務業、先進的基礎設施等優勢難以替
代，香港找到「香港所長、國家所需」的完美結合，
就能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巨大動力，對香港的
歷史命運產生全域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正所謂
「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回
歸後的香港，背靠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強大祖
國，又能早着先機，必定大有可為。

中央重視支持香港 港人要充分把握機遇

偷渡一直以來是香港警方的打擊
重點。近年來，偷渡行為開始越來
越多的呈現跨國犯罪態勢。從東南
亞、南亞經內地轉道香港，甚至出
現了從香港偷渡深圳的反向偷渡線

路。犯罪手法越來越多樣化、更隱秘，執法難度
增加。為應對更加複雜的犯罪形勢，粵港雙方的
聯合執法今年形成了新格局。

從今年起，粵港聯合打擊偷渡呈現新態勢，內
地公安機關和港方在情報交流、案件偵辦、陸海
管控、口岸查控等方面建立起了更緊密的溝通和
更方便的協調機制。 昨天召開的聯合工作會議已
是雙方共同打擊偷渡行動以來的第3次。從2月份
行動啟動以來，雙方召開局級層面聯合工作會議
3次、聯合新聞發佈會1次。聯合執法頻次更密，
範圍亦更廣。香港警方從最初與廣東省公安廳、
邊防總隊合作，擴展到此次與廣東、廣西、雲
南、新疆4省區合作。合作部門包括公安邊防、
出入境、刑偵、反恐、國際合作等。昨天，香港
警方的參會人員包括了保安局、警務處、入境處
等部門的20餘位代表，人數創歷史新高。雙方在
搜集、溝通情報、案情分析等執法過程中亦有利
用高科技查驗設施，大數據等高新科技手段。未
來，雙方亦將在點對點情報交流和實施精準打擊
等方面形成共識，將繼續深入合作，以新格局應
對新挑戰。 ■記者 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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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昨日在

深圳聯合召開粵港邊界打擊偷渡行動

第三次工作會議，公安部邊防管理局

局長陳定武、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共同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是粵港兩地

警方共同打擊「人蛇」行動的系列會

議，兩地合作打擊偷渡者成果豐碩，

4個月查處偷渡香港案件205起，抓

獲2,100人。黎棟國表示，以6月為

例，首三星期港方拘捕的非華裔非法

入境者有113人，比今年1月減少超

過60%，可見行動初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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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了解到，香港警方聯合內地警方自今年2月20日以
來持續打擊偷渡人員，專門針對外籍人員非法入境務

工和轉道內地從陸路、海路偷渡香港；打擊行動自今年2
月20日持續至2017年7月20日，部署廣東、廣西、雲南、
新疆等地公安邊防、出入境部門聯合香港警方開展打擊粵
港邊界偷渡活動專項行動。

斬斷一條由粵偷渡往港通道
截至6月26日，內地四省區公安邊防、出入境部門破獲

偷渡香港的案件205起，抓獲2,100人，並抓獲境內外組
織、運送者218人，打掉跨境、跨區域組織偷渡團伙12
個。其中，僅廣東公安邊防總隊聯合香港警方破獲的兩起
重特大偷渡香港的案件，就在粵港兩地抓獲組織、運送者
46人，東南亞和南亞籍偷渡人員154人。
目前偷渡到香港的偷渡客多以東南亞和南亞籍為主。6月
1日在深圳、香港兩地同步展開一次專項行動，全案共抓獲
涉嫌組織運送者16名（深圳抓獲7名、香港警方抓獲9
名）、東南亞籍偷渡人員33名（深圳抓獲23名、香港警方
抓獲10名）。全鏈條摧毀一個以越南裔香港人「阿蔣」和
陳某堅為首的特大組織偷渡團伙，斬斷一條經廣東省粵港
邊界一線組織東南亞籍人員偷渡前往香港的通道。
黎棟國感謝公安部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和各地公安邊防打
擊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專項行動。黎棟國表示，自今年2
月中展開粵港反偷渡專項行動以來，內地相關省區公安機
關共查獲約10,000名非法入境、非法工作及非法居留的外
籍人士，其中數千人企圖轉道由內地偷渡至香港；同時在
香港拘捕的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人數亦有所回落。以6月
為例，首三星期拘捕的非華裔非法入境者有113人，比今
年1月減少超過60%，可見行動初見成效。

兩地合作打擊行動層面擴大
會議認為，4個月的持續打擊行動成效顯著，但偷渡香港

的活動依然活躍，呈現出偷渡組織職業化、偷渡方式多樣
化、偷渡行為詭秘化，打擊難度加大。粵港兩地警方商
定，將進一步加強粵港、桂港警方的情報交流，強化源頭
管控、二線查控，清查遣返「三非」外國人，加大聯合偵
辦案件力度，依法嚴打幕後組織者，將偷渡香港活動的活
躍勢頭壓下去。
會後，黎棟國接受採訪表示，此次聯合會議港方出席人
員多達20人，比以往有所增加；此次打擊行動，粵港兩地
警方合作範圍亦在擴大，從以往的與廣東合作擴展到廣
西、雲南、新疆等地；今後兩地警方將繼續推進合作，加
強點對點的情報交流，大力針對人蛇販運集團進行精準打
擊，加強打擊偷渡的宣傳工作，遏制偷渡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花 深圳報道）
粵港兩地聯手打擊偷
渡成效顯著，香港特
區政府擬從修訂法律
和增加執法人手兩方
面鞏固成果。保安局
局長黎棟國在會後接

受媒體採訪表示，特區政府擬修訂非法入境條例，
將非法入境罪刑罰增加至監禁14年，同時增加入境

處和保安局的公務人員，以保本港安全。
黎棟國指出，為更有效打擊非法入境和逾期居留
問題，香港特區政府會從入境前管制、審核程式、
羈留、執法及遣送等四個範疇，全面檢討有關策
略。特區政府一直嚴厲打擊非法入境，為保本港治
安穩定，特區政府擬修改非法入境條例，將非法入
境罪刑期增加至14年。他舉例，本港法院剛剛判決
一起非法入境案例，該案例為一名中國籍男子因非
法入境罪被判40個月監禁，這一案例即為修改非法
入境條例提供了法律依據。

黎棟國強調，特區政府現正全方位處理有關問
題，包括將對個別國家實施入境前登記、就收緊免
遣返聲請審核程序的立法工作做好準備，同時嚴厲
打擊非法工作及加快遣送程序等。

計劃添加入境處保安局人手
黎棟國並表示，特區政府計劃增加入境處、保安
局及上訴委員會的人手。3個部門增加了80個工作
人員職位。此外，立法會剛剛審議通過，入境處和
保安局各增加了一個首長職位。

港擬修例 非法入境罪刑期增至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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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防官兵正在押解「人蛇」上車。 廣東邊防供圖

■粵港聯合打擊偷渡工作會議昨日在深圳
舉行。 記者何花 攝

■「人蛇」被運送往辦案區。
廣東邊防供圖

■■黎棟國接受媒體採訪黎棟國接受媒體採訪。。
記者何花記者何花 攝攝

兩地聯手打擊 港截人蛇大減
四個月破案逾200宗 專項行動見成效

——慶祝香港回歸19周年系列社評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