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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破針孔攝像頭產銷犯罪集團
抓238疑犯 查獲部件逾百萬個 發現香港有流入

據廣東辦案民警介紹，此次繳獲的針孔攝像頭，憑肉
眼極難發現。民警展示一款帶有照鏡子功能的浴室掛
鈎，長寬只有三五厘米，厚度不足1厘米。其鏡面顏色
為黑色，而他的針孔攝像頭就安裝在鏡平面之內。如果
不特意仔細且耗時間去查看，很難發現其有微型探頭，
即便發現了，也可能認為只是鏡面的灰塵或生產時的
一點瑕疵。
對於如何鑒別這些針孔攝像頭，警方表示，可在

房間內關閉燈源，在黑暗的環境下仔細檢查。如
果還有懷疑的設備，可用手電筒或手機強光照
射，這樣，即便微小的設備也會有紅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關閉室內燈
強光可檢索

作案多發地
出租屋酒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隨着科技進步，小型、微型牌照攝像設備多
見，這也衍生出一些偷拍設備生產、銷售和
開發的黑灰產業鏈。近年來，酒店和出租屋
偷拍案件屢見不鮮。警方表示，從案發來
看，房東是違法偷拍多見的群體，其次是酒
店員工或施工人員。
去年6月 20日，佛山鄧先生在出租屋家中
準備洗澡，在衛生間的換氣扇中發現一針孔
攝像頭，安裝的位置能夠完整拍攝到正在洗
澡的人。這一套偷拍設備很完美，攝像頭通
電接口與廁所頂燈、抽風機是串聯電路，內
置無線Wi-Fi 可實時直播。而攝像頭就藏在
一個4毫米直徑的小口後面，導致鄧先生住
了半年都沒發現它。
酒店也是針孔攝像頭事件易發地。去年，

鄭州的黃先生和女友住酒店時發現了房間內
的針孔攝像頭並報警，警方隨機抽查該酒店
的5間房，結果全部裝有針孔攝像頭。

在包括此前優衣庫試衣間事件在內的一
系列針孔攝像偷拍事件中，偷拍者多是受到行政處

罰，頂格行政拘留10日。這樣低廉的違法成本，
是這一類令人不齒的行為屢禁不絕的重要原因。

根據內地《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
的規定，偷窺、偷拍、竊聽、散佈他人隱私
的行為屬於侵犯人身權利的行為，處五日以
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罰
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行政處罰通常讓偷拍者不會留下「案
底」。一個行政處罰後的偷拍者求職，公
司大概率不會拒絕，因為只要沒有案底，
這種違法行為和醜事，對偷拍者而言基本

只有「天知地知你（公安）知我知」。
對於更嚴重的偷拍行為，《刑法》有進一

步規定，指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造
成嚴重後果的，涉嫌構成非法使用竊聽、竊照

專用器材罪，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不過，要構成此罪，必須產生嚴重後果，即由於
偷拍行為而致使竊聽、竊照對象傷、亡、受重大財產
損失，嚴重損害國家政治利益。從司法實踐來看，多
數偷拍案件都難以符合這個苛刻的條件。

沒有需求，市場便會自然萎縮。在如今非法偷拍愈
演愈烈的當下，是否可以考慮修訂相關法規，對偷拍
行為予以更重的處罰，從而起到更強大的震懾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違法成本低 偷拍難禁絕

昨日舉行的廣東「淨網2019」專項行
動戰果新聞發佈會上，贓物展區猶

如街市貨攤，日用品「琳琅滿目」，包括
皮帶、手錶、充電寶、筆、浴室掛鈎、音
響、眼鏡、插座、U盤等，都是民眾最常
見也最常用的商品。
警方通報稱，去年9月，廣東省公安
廳網警總隊接到公安部通報關於針孔攝
像頭的犯罪線索，立即組織深圳、佛
山、河源、江門、清遠、雲浮等地公安
機關成立專案組開展偵查。目前在不同
省市抓獲238名嫌疑人。

藉安防品名義非法製售
警方深入偵查發現，該黑灰產業犯罪
鏈條主要由App開發、硬件生產和代理
銷售三個環節組成，在此基礎上成功研

判出深圳德某特力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歐某發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皇某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捷某快線科技有限公
司、佛山晟某騰龍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等
多個涉案公司。犯罪集團以公司作為掩
護、以工廠作為偽裝，打着生產銷售安
防器材的名義私下非法生產、銷售針孔
攝像頭。
在查清團夥組織架構和鎖定相關犯罪

證據後，11月13日，在公安部的統籌指
揮下，廣東省公安廳組織相關地市開展
集中收網行動，分赴深圳、佛山、杭
州、南寧等地抓獲犯罪嫌疑人238人，
摧毀製售針孔攝像頭窩點40個，繳獲針
孔攝像頭成品、半成品、配件100萬餘
個，扣押服務器、生產設備等涉案物品
一大批。

煙感器藏有夜視功能探頭
辦案民警介紹，這些針孔攝像頭外觀

逼真，隱秘性強，具有極大的迷惑性。
其中，一款室內用的煙感器，針孔探頭
與器件實現完美匹配，極難發現裝有探
頭。且其科技含量高，探頭具有夜視功
能。「比如酒店客房內一般都裝有煙感
器，如果被植入探頭，即便關燈也能監
控到室內發生的一切。」
同時，這些小型設備操作簡便，可直

接通過網絡遠控實時監控和錄像。由於
有專門開發的App軟件，這些錄像可實
現雲端保存，偷拍者可隨時調閱。

通過國際郵件流向境外
這些隱秘性極強的針孔探頭，多用於

包括詐騙、勒索、間諜活動、竊取商業
機密、滿足個人偷窺慾等不可告人的活
動。在案件偵查過程中，警方發現了多
名不法分子購買的此類設備，安裝在黨
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酒店賓館、按摩
場所、單位宿舍、居民家庭等場所。
在銷售環節，涉案公司通過在國內發展代

理商，在線上或線下賣給買家。來自境外的
買家亦不在少數，根據警方查獲的交易流水
和客戶名錄，香港、美國、日本、以色列等
國和地區，都有銷售。境外客戶主要是通過
線上溝通、線下國際郵件出口。
目前，該案仍在進一步偵查當中。廣

東警方表示，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
器材以及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
偷窺他人隱私，均屬犯罪行為，呼籲群
眾發現線索時及時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警方破獲內地最大非法生產、

銷售針孔攝像頭黑灰產專案，犯罪集團已有從監控App到設備生產、代理銷

售「一條龍」產業鏈，還聲稱可以接受客戶定製，將偷拍針孔攝像頭隱藏在

鐘錶、鞋帽等日用品中。警方在深圳、佛山5間公司查獲攝像頭成品、半成

品及配件逾百萬個，並發現已有不法商品通過跨境郵件流入香港。

■針孔攝像頭科技含量高，探頭具有夜視功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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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將在2月底公佈新一份財
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會以利民紓困措施為主軸。預料減免
稅項、與民共享仍會着墨不少。對於
坊間有聲音要求全民派錢，陳茂波坦
言若向每名市民派發1萬元，會令財
赤規模超過千億元。受修例風波和外
圍局勢影響，本港總體經濟不容樂
觀 ，政府更須重視財政穩健，針對性
協助中小企和基層。全民派錢對紓困
和振興經濟作用有限，反而加重財
赤，影響港信用評級，不利本港經濟
復甦，中長期而言反會令市民就業生
計受到考驗。

每逢財政預算案前夕，都有政黨和
團體建議派錢，今年出於穩定人心的
考慮，有政黨建議全民派錢或派消費
券1萬港元。陳茂波表示，若仿效坊
間建議，向每名市民派發1萬元，涉
及金額高達700億元左右，屆時政府
財赤規模將會逾千億元。持續大半年
的修例風波和暴力事件，嚴重打擊本
港經濟，加上中美貿易戰等不明朗因
素，預料本港經濟全年負增長超過
1%，為10年來首次出現經濟收縮，
陳茂波早前透露，本財政年度將會出
現15年來首次赤字。

事實上，全民派錢只是「止痛
藥」，對刺激經濟作用有限，更缺乏
長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以 2018 年
宣佈「補漏拾遺」派錢 4000 元為

例，共動用110億公帑惠及280萬合
資格人士，但實際上對基層市民改善
生活助益有限。而且派錢會令部分市
民產生依賴心理，期望年年派錢。經
濟好景時，市民希望在預算案分享更
多利益，希望「派糖」大份一些；經
濟不景，又希望政府多派一些補貼生
活。如此一來，墮入愈派愈多的境
地，很容易拖垮財政。

正如陳茂波指出，香港受到多個
投資評級機構密切關注，政府財政
穩健程度是重要的評級考慮因素。
一旦因派錢令財赤急增，引致本港
的信用評級被降低，特區政府和本
港企業的融資成本都會明顯上升，
只會窒礙經濟健康增長，派錢換來
愈派愈貧。

「一刀切」「派錢」從來都不是香
港公共理財的慣例，社會主流意見亦
不主張不分貧富地「派錢」，反而希
望政府善用財政儲備和盈餘，真正幫
到有需要的人。政府已推出多輪紓困
措施，針對性地採取公屋免租、水電
費補貼、學生補貼等措施；政府可考
慮對過去半年因違法暴力而無辜受損
的市民和商戶提供補償，以及向中小
企提供資金、稅務支援，助其渡過難
關。政府不能做「守財奴」，但亦必
須秉持審慎理財的原則，確保公帑用
得其所，紓困措施應發揮逆周期作
用，推動經濟早日走出低谷。

派錢紓困成效有限 財政穩健至為重要
受修例風波影響，來港遊客銳減，海洋公園正向政

府尋求逾100億元資金擴建救亡。開業逾40年的海洋
公園，是本港旅遊業的生招牌，但受累於暴力衝擊，
落到需要政府救亡的困境，實在令人唏噓，反映暴力
禍港之痛已「傷到入肉」。廣大市民尤其是所謂「和
理非」群體，應該認真獨立思考，認清暴力對香港造
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從而自覺徹底與暴力切割，挽救
香港於危難之中。政府、業界更應攜手合作，加快旅
遊基建更新換代，加強向內地和世界的宣傳推廣，挽
回遊客對香港的信心，重振香港旅遊業。

海洋公園是香港具有國際影響的本土旅遊品牌，受
到世界各地遊客認可，港人對其有特殊情感，內地遊
客亦對海洋公園情有獨鍾，幾乎是香港遊必到之處，
不少遊客更多次重遊，樂而忘返。可惜，持續超過半
年的修例風波伴隨的暴力衝擊嚇怕旅客，黑衣暴徒更
針對內地遊客施暴，重挫香港旅遊業，海洋公園亦淪
為受害者。海洋公園去年7至12月的入境旅行團及自
由行遊客人數，按年大跌超過6成，這段時間正是黑
色暴力鬧得最凶的日子。海洋公園上月公佈，截至去
年6月底，全年淨虧損5.57億元，按年升135%。下半
年遊客大減，海洋公園的虧損勢必加重，反映暴力禍
港的嚴重後果正在浮現，而且未知何時見底。

海洋公園受暴力所累的經營慘況，亦是本港旅遊業
的縮影。旅遊業是本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以往，本
港主要購物區如尖沙咀、銅鑼灣、中環等區域，人流
不絕，商戶不愁生意，整體酒店入住率經常都在9成以
上。然而，隨遊客斷崖式下跌，旅遊業受到重創，與
旅遊相關的零售、住宿及餐飲等行業亦難免凋零。

旅發局數據顯示，2019年前10個月，訪港遊客按
年下降 4.7%，全年累計訪港旅客量將首度出現負增
長；過夜遊客按年大跌10.1%。過夜旅客人次下降導

致酒店業入住率大幅下降，由前年第三季的平均91%
大降至去年同期的72%，按年跌幅達19個百分點，酒
店實際平均房租亦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16.2%；零售
業銷售在去年10月持續大幅下滑，錄得有紀錄以來
最大的單月按年跌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曾表示，社
會事件持續加上連串暴力衝擊，大大影響旅客來港意
欲，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首當其衝，零售、餐飲、
酒店等可說已步入寒冬。

雖然，目前暴力似乎有所收斂，但激進示威者並未
放棄所謂的「五大訴求」，街頭、商場的暴力衝擊仍
不時發生；農曆新年將至，不少大型的節慶活動因安
全考慮被迫取消，包括舉行了24年、每年吸引大量
遊客的新年花車巡遊。可以預料，短期內本港遊客的
數量難以回復正常。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反對派騎劫
下，新一屆區議會高度政治化，煽動敵視內地同胞和
遊客，撕裂兩地關係，修例風波的趕客效應持續發
酵，包括兩大樂園在內的旅遊業，乃至香港整體經
濟，都不容樂觀。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履新，首次發表講話時
引用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的話，「沒有和諧穩定
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海洋公園、香港
旅遊業的苦況，已向市民發出警報，暴力不止，遊
客、投資不可能重來，再不與暴力割席，香港只能進
一步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恢復法治穩定是重建投資
者、市民、遊客以至國際社會對香港信心的第一步。

只有在和諧穩定的前提下，政府盡快和海洋公園、
旅遊業共同合作，集思廣益，一方面加大對本港旅遊
業基建的投資力度，提升旅遊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
在內地和世界各地做好旅遊推介，吸引四面八方的遊
客放心來港遊玩、消費，才有望振興本港經濟，促進
就業，港人才能安居樂業。

海園經營響警號 與暴力切割救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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