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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口岸搜獲違禁品統計
搜獲毒品

年份 宗數 重量(千克)

2018年首5月 75 32

2017年首5月 95 31

2017年 201 108

2016年 191 185

2015年 218 225

應課稅品

年份 宗數

2018年首5月 4,341

2017年首5月 2,158

2017年 6,799

2016年 7,449

2015年 9,309

瀕危物種

年份 宗數

2018年首5月 185

2017年首5月 70

2017年 186

2016年 108

2015年 140

火器、彈藥及武器

年份 宗數

火器、彈藥 武器

2018年首5月 4 7

2017年首5月 4 7

2017年 10 18

2016年 7 4

2015年 6 6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註：需向漁護署申領許可。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帶入瀕危物種或誤墮法網

天麻天麻 石斛石斛 花旗蔘花旗蔘 乾海馬乾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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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暑

假將到，可能不少年輕人都會找暑

期工賺取零用錢，但一不小心可能

會被不法分子利用，進行違法活

動。香港海關昨日表示，今年首5

個月拘捕92名攜帶私煙及毒品等不

同違禁品過關的21歲或以下青少

年，數字較去年同期上升46%。海

關指過往曾有青年只是為500元報

酬而幫人帶毒品過關，最終被判囚

22年，提醒年輕人切勿被不法分子

誤導，以為年紀輕便不會被重判，

並提醒年輕人找暑期工時要提高警

覺，切勿貪圖小利而以身試法。

青少年攜帶違禁品過關的案件數目在
2015年起持續下跌，但在今年首5個

月就掉頭回升，海關在各出入境口岸破獲
91宗青年攜帶違禁品過關案件，共拘捕92
人，當中以偷運私煙的情況最為嚴重，總件
數目達60宗。販運毒品的案件亦有11宗，
比去年同期的63宗案件，包括43宗偷運私
煙及4宗運毒案多。

鞋底藏海洛英值百萬
在被捕青年中，年紀最輕的只得16歲，
一名16歲青年與19歲朋友今年3月在機場
被海關發現將合共1.4公斤、市值約105萬
元的海洛英收藏在鞋底暗格從東南亞帶入
香港。
除在衣物設暗格運毒外，大部分青年運
毒的方式都是較簡單而直接。海關鐵路及
渡輪口岸科總指揮官吳潔貞指，上月底有
一名16歲青年在落馬洲過關時被關員發現
攜帶了970克市值約52萬元冰毒，他當時
只是以手提的紙袋將毒品帶過關。
吳潔貞並表示，部分人過關時更可能只
是將毒品放在衣袋中。
不少不法分子都是透過網上討論區、聊天
室等途徑接觸年輕人，吳潔貞指不法分子會
以「海關不會截查青少年、年輕和初犯者可
以成為求情和獲輕判的理由」等錯誤訊息，
吸引年輕人協助販運違禁品出入境，但不少
年輕人低估案件的嚴重性，「我們見到很多
青少年被捕後表現仍然很輕鬆，不少人至被
押解回家搜屋時直接面對父母，見父母傷心
痛哭時才感到害怕和內疚，部分人更要等法
官判刑後才明白自己的代價十分沉重。」

20歲青年運K仔囚22年
吳潔貞強調，不法分子的「輕判」言論絕
不正確，指2015年曾有20歲青年為500元
報酬協助不法分子將市值逾70萬元、重5公
斤的K仔從落馬洲運入境，最終在去年被法
庭重判監禁22年6個月。
暑假即將來臨，海關擔心會有更多年輕人
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醒年輕人找暑期工時要
提高警覺，應小心選擇以日薪或逐次託運付
酬的工作，更不能因為有免費娛樂而抱僥倖
心態以身試法。海關亦提醒家長及學校應多
關心及留意青少年的活動。

暑假慎防運毒陷阱

不法分子攜帶違禁
品出入境的手法層出
不窮，當中並以偷運

私煙問題最嚴重，海關相信原因或與部
門近年加強打擊以貨運方式將私煙偷運
入境有關，指不法分子除了將私煙收藏
在身上外，亦有人以經過改裝的嬰兒車
一次過將大批私煙偷運入境。
海關昨日表示，今年首5個月在各出

入境口岸共錄得6,359宗旅客攜帶違禁
品出入境的案件，搜獲物品的價值達
3,600萬元，當中4,341宗案件與走私應
課稅品有關，並以私煙為最常見。
不法分子過往較多以貨運將私煙偷運

入境，但由於海關近年加強打擊，有人改
以旅客偷運私煙，方式包括改衣物，例如
有女士用腰封、於底裙加裝暗格等方式偷
運私煙，最多可以攜帶100包香煙，亦有

人可能會直接以保鮮紙將香煙放上身，並
因應放在身前易被發現而改為放在背部。

最高罰百萬囚2年
亦有人會利用嬰兒車偷運香煙。上月

曾有人將40條香煙放在嬰兒車上原本用
作擺放嬰兒用品的位置企圖偷運過關。海
關鐵路及渡輪口岸科總指揮官吳潔貞表
示，海關會因應販運方式轉變而加強在旅
客出入境口岸執法，提醒市民處理、管
有、售賣或購買私煙均屬違法，最高可被
罰款100萬元及監禁2年，而過往干犯有
關法例而被判監的比率亦高達50%。
吳潔貞並表示，背囊和鞋都是偷運違

禁品的工具，有人會利用背囊暗格和挖
空鞋底偷運毒品。另外亦有人會將毒品
以午餐肉、茶葉及朱古力等作包裝偷運
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底裙暗藏私煙底裙暗藏私煙1010條條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花旗蔘
和石斛等市面有售的物品原來都屬瀕危物
種，進出口香港時設有限制，海關指今年
首5個月便有185宗偷運瀕危物種案件，
數量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1.6倍。
海關鐵路及渡輪口岸科總指揮官吳潔

貞表示，花旗蔘、石斛、乾海馬及天麻等
物種雖然在市面上有售，但並不代表旅客
可以自由攜帶出入境，因為這些物件都屬
瀕危物種，提醒旅客攜帶這些物種出入口
岸香港都需要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領牌
照。海關已經因應旅客對有關法例認知不

足的問題，在各出入境口岸加強宣傳。
另外，香港政府對火器、彈藥及武器
的進出口同樣設有限制，吳潔貞指海關
在今年首5個月先後搜獲過氣槍、電
槍、伸縮警棍及胡椒噴霧等武器，案件
數目與去年同期相若。
不過，吳潔貞特別提醒市民：不同地
方對有關受管制物品的檢測標準存有差
異，例如香港法例未有對2焦耳或以下
的氣槍作管制，但內地法例卻視超過1.8
焦耳的槍為真槍，呼籲旅客切勿攜帶任
何氣槍或武器進出香港。

花旗蔘市面有售 攜帶過關要領牌

■吳潔貞指首5個月青少年帶違禁品過關的
數字有上升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攜違禁品過關被捕首5月增46%
海關：青少年低估嚴重性

■■不法分子將香煙或毒品不法分子將香煙或毒品
放在身上或鞋底放在身上或鞋底，，或以嬰或以嬰
兒車偷運入境兒車偷運入境（（見紅圈見紅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攝

雲報紙 Android

早安香港

文匯報微信

文匯網

Apple iOS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體育新聞 國際新聞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8年6月

21
戊戌年五月初八 是日夏至
港字第24933 今日出紙3疊10張半 港售8元

星
期
四天晴酷熱 幾陣驟雨

氣溫28-33℃ 濕度6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