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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跨境學童成為跨境

走私罪犯的新「工具」。深圳警方近日聯合海防打私辦、深

圳海關緝私部門摧毀搗破了一個利用跨境學童以「螞蟻搬

家」方式實施走私手機等電子產品的犯罪團夥，拘捕疑犯23

人，查扣一批走私物品、書證及電子證據材料。案件涉案金

額5,000餘萬元（人民幣，下同），涉嫌逃稅額800多萬

元。

跨境學童慘變走私工具
深搗3團夥拘23人 涉款逾5000萬 揭保母放貨入書包

深圳市海防打私辦及深圳海關等
緝私部門早前接獲線報，指有

走私分子聯同校車司機、保母等
人，安排跨境學童用書包走私貨
物。至上周五（8日）凌晨，多個
執法部門合力出動200多名警力，
分成28個行動組展開打擊走私查緝
行動，成功搗破3個通過跨境學童
保母，利用學童書包走私進口電子
產品的犯罪網絡，抓獲疑犯23人。

至今5次行動 打掉41團夥
今年以來，深圳市海防打私辦統
籌協調海關、公安、邊檢、邊防、
檢驗檢疫、市場監管和口岸管理等
多部門，組織開展海防打私專項整
治「DS」系列行動。「DS」系列
行動至今已有5次，每次行動的側
重點都不同。
例如「DS-1」行動重點打擊水客

組織，包括水客走私團夥、職業水
客和借助物流行業收購、運輸、販
賣走私貨物的不法經營業主，同時

還查處受水客走私團夥僱用的旅行
團遊客、務工人員等非職業水客人
群。
據統計，行動至今已打掉走私犯

罪團夥41個，抓獲涉案人員1,053
名，其中繳獲槍支1,100多支、毒
品6.16噸、凍品280多噸，以及一
大批高價值電子產品、紀念幣、食
品和象牙等野生動植物及其製品，
普通貨物涉案案值4.7億餘元。

深港各口岸獲有效整治
深圳與香港水陸相連，兩地人流、物

流、信息流、資金流往來頻繁。深圳海
防打私工作總體形勢呈現出口岸多，出
入境人員、車輛多，邊海防線複雜，走
私、販私、偷渡活動多等特點。
目前，深港間的各口岸水客走私

活動得到有效整治，兩地牌貨櫃車
走私油品活動和海上走私、偷渡活
動得到有效打擊，市場流通領域走
私販私行為得到有效遏制，有力保
障深港邊界安全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泊車
位不足問題困擾不少駕駛人士，而運輸
業界更是首當其衝。香港陸路客貨運輸
業議會主席蔣志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批評，政府長期缺乏商用車位規劃，令
職業司機被迫在街邊違例泊車。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易志明則期望，政
府可以為運輸業界提供商用泊車位。
蔣志偉指出，全港現時有約7萬部商用

車，但本港商用車位嚴重短缺。他批評
政府對業界的運作不了解，舉例指政府
認為跨境貨車現時在內地作業便不需要

車位的想法並不正確，指出本港的跨境
貨車不能在內地運送沒有經過香港的貨
物，所以貨車一定有時間需要在香港停
泊。

被迫街邊違泊慘遭抄牌
不少貨櫃車過往都是停泊在棕地上的

停車場，但不少棕地近年陸續發展。蔣
志偉舉例指，即將開業的新田購物城過
往可以停泊逾400部貨車。除貨車外，旅
遊巴亦因為啟德發展而失去停泊位置問
題。蔣志偉指出政府清拆房屋亦會安排

重置，不滿政府收地發展後未有再為業
界提供泊車位，迫使他們要將車泊在街
上。
蔣志偉指出，不少職業司機都有因違

泊而被抄牌的經驗，指出曾有貨櫃車司
機在八號颱風訊號除下後隨即被抄牌，
亦有夜間的士司機在凌晨3時將的士泊在
路邊，但早更司機在早上6時開工時發現
被警員抄牌。
易志明亦質疑警員在有關事例上的執

法行動是否合理，認為若車輛停泊的地
方並無阻礙交通 ，警方並不應抄牌。他
批評政府從來沒有制訂重型車泊車政
策，表示自己雖然一直在立法會爭取政
府增加商用泊車位，但都未獲正面回

應，提供合適土地興建停車場，他認為
在棕地陸續發展的情況下，政府必須盡
快提供解決問題方案。
私家車泊位不足的問題同樣受到關

注，易志明指不少駕駛人士尋找泊車位
時都遇過困難，「香港自稱為世界地
市，不可能在核心商業區、核心消閒區
沒有提供車位，很多駕駛人士都十分不
滿，在沙灘、球場和公園都沒有地方泊
車。」
香港公共交通智庫幹事陳迪遙指出，

本港現時雖然有逾74萬個泊車位，多於
車輸總數的60萬，但指出現有的泊車位
數量未有考慮到駕駛人士上班及消閒等
需要。

■每天大量跨境童過關，易成犯罪分子利用的「工具」。 皇崗邊檢站提供

運輸業界倡增商用泊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巴近期
向工時達12小時以上的車長實施「兩長
一短」新安排，即連續兩日上班逾12小
時後的一日，上班須少於12小時，希望
減少車長工時，使他們有多點時間休
息。
但有工會昨日批評在車長不足情況
下，新安排未必能真正減工時，「替
更」車長更因須駕駛不熟悉的路線，增
加工作壓力，甚至增加意外機會，促請
公司暫緩此政策。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主任
陳樹明表示，工會近期收到不少工友投
訴指，資方的新安排對他們造成很大影
響。如實施「兩長一短」工時的新工作
安排後，因車長人數不足，未能配合路
線需要，部分車長在短工時日須駕駛平

時沒駕駛的路線，不排除會因「飛站」
或行錯路被投訴，甚至可能在受壓下發
生意外。
陳樹明指，車長駕駛此等路線時，需

到未必能配合居住地點的地區簽到，可
能因而增加交通時間，加上路線亦有塞
車情況，變相車長上班時間未必受惠於
新政策而大幅減少。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副主

任劉敏奇認為，資方與其推出「兩長一
短」政策，倒不如加快研究如何增加每
程車的行車時間，特別是在繁忙時間，
此舉反而真正減少車長的工作壓力。

工會憂車長收入減
新巴早前向員工發通告指，本月陸續

向所有工時達12小時以上的「字軌車

長」，即駕駛指
定路線的車長，
實 施 「 兩 長 一
短」工時的新工
作安排，引起工
會憂慮影響車長
收入。新巴在本
月 初 解 釋 事 件
指，為避免車長
連續多日長更工
作，早前已與工
會 就 「 兩 長 一
短」更份交替的
輪更模式取得共
識，並於11月初
開始陸續推行，有關通告是再提醒車長
留意更表的改動。新巴表示，此安排雖

會令現時做長更的車長收入減少，但相
對令現時做短更的車長收入增加。

新巴車長「兩長一短」工會憂增意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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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原副主任鄭國
雄，因病醫治無效，於2017年12月9
日上午9時9分在廣州逝世，享年83
歲。
根據鄭國雄生前的遺願及其家人的要

求，喪事從簡。家屬定於12月 16日
（本周六）10時，在廣州銀河殯儀館
仙鶴廳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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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私營骨灰安置所
在本月底可申領牌照，出售或新出租龕位。行政
會議上月通過兩項新措施，包括擴展龕場免補地
價範圍、允許合資格營運者可免補地價及豁免向
城規會提交交通影響評估。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昨午就

兩項新措施進行討論，有議員質疑政府在立法會
通過條例後作出改動，認為會開壞先例，食衛局
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重申，新政策並非向私營龕
位營運者傾斜，而是為保障已購置骨灰龕的消費
者。
經多年審議後，《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最終

於今年6月底生效，而行政會議亦在上月通過兩
項放寬措施。
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質疑新措施令龕場雙重得

益；食衛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指，新措施並未
違背法例精神，免補地價的龕位不可轉售，若要
出售，需在此之前補足地價。

變相「資助」營運者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理解補地價或會加大

營運者開支，導致營運者結業，或將開支轉嫁予
消費者，但建議政府考慮收取一定比例的補地價
費用，而非完全毋須補地價，否則是變相「資
助」營運者。
他建議，政府應向營運者考慮收取市值某個百

分比，而不是免收費用。
謝凌潔貞表示，因現時無法預知將有多少私營

骨灰安置所會申領牌照，並當中又有多少符合免
補地價資格，故難以估算政府庫房會因此減少幾
多。
另外，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近20名代

表，昨午在立法會示威區集會，召集人謝世傑表
示，行政會議通過的新措施，如免收地價的安
排，等同慷納稅人之慨補貼龕場。

龕場免補地價
議員質疑益營運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關愛基
金今日起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為合
資格低收入婦女提供免費或資助的子宮
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

處主任程卓端指，篩查主要針對曾有性
行為而沒有子宮頸癌症狀的25歲至64歲
婦女；65歲或以上曾有性經驗並從未接
受過篩查的婦女；21歲至24歲但擁有多
個性伴或吸煙等的婦女。

計劃預計撥款7,800萬元資助，3年內
料約66,990名合資格婦女受惠，料當中
有7%需要進行覆檢。
程卓端表示，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公立醫院及診所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下獲減免醫療費用者等可免費接受篩
查；受惠於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或有住
戶成員獲批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或幼稚園
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或學費
減免者，可以100元接受子宮頸癌篩查服
務。至於醫療券則不適用於是次檢查費
用。

優化現有服務
他續指，今次先導計劃並非首創，現

時衛生署轄下健康院已向上述合資格低
收入婦女提供同等資助水平的子宮頸癌
篩查服務，但始終接觸範圍有限，期望
透過是次計劃優化現有服務，並透過3間

服務提供機構，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婦女
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香港家庭計劃指
導會和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更主
動接觸目標低收入婦女，提升子宮頸癌
的篩查率。合資格的婦女亦可主動聯絡
上述中心查詢及預約服務。
香港婦產科學院初級副院長陳嘉倫表

示，子宮頸癌是女性中第九位最常見致
命癌症。大部分早期子宮頸癌患者並無
症狀，一旦出現症狀則代表情況嚴重。
患者主要因感染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引發子宮頸部分細胞病變，最
終導致子宮頸癌，由感染至患癌，通常
可達數年甚至十多年。
陳嘉倫續指，進行安全性行為、避免

吸煙、在未有性行為之前接種HPV疫苗
及定期進行子宮頸癌篩查，可有效預防
子宮頸癌。定期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可及
早發現並治療子宮頸癌前病變，避免演
變為癌症。

「關愛」資助篩查子宮頸癌 料3年惠6.7萬婦

■有工會批評新巴「兩長一短」的新工時安排。

■深圳海關工作人員在跨境學童
書包中查到走私品。

深圳海關提供■跨境學童書包被不法分子放入走私貨。 深圳海關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規劃署在區議
會強烈反對下，強行將屯門一幅「政府、機構或
社區」用地申請改劃，希望改為住宅用地興建公
營房屋。
一批屯門居民昨日在民建聯的立法會及區議會

議員陪同下到政府總部向發展局遞交請願信，之
後再轉到立法會出席申訴會議，期望政府可以撤
回方案。
兩個屋苑「南浪海灣」及「海典軒」業主就計

劃組成關注土地用途大聯盟，他們昨日在當區區
議員、民建聯葉文斌等人陪同下到政府總部向發
展局遞交請願信及出席立法會申訴會議，希望可
以從不同途徑向政府表達他們的關注。

葉文斌憂區內交通或惡化
葉文斌批評區內交通本來已經十分擠塞，屯門

東南及西南20萬居民以屯門公路進出市區都要
經過今次改劃申請旁的道路，但政府卻沒有提出
交通新改善方案。

周浩鼎促保留原用途
該區居民過往曾要求增建圖書館、體育場地等

社區設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明白政府需要

覓地建屋，但強調政府需要找合適的選址，擔心
政府的發展計劃會令居民日後需要上出沉重代
價，希望土地可以保留原有用途，滿足居民的需
要。

屯門居民促撤一改劃地

■一批屯門居民向發展局代表遞交請願信，要求
撤回一項土地改劃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左起：唐
少芬、陳嘉
倫 、 程 卓
端、范瑩孫
以及黃嘉雯
出席關愛基
金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文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