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涉事藥房的
美心月餅銷情
不俗。

■ 有 代 購 商
「回帶」戰績，
宣示有方法帶
貨。

月餅行情（港元計）
月餅名稱 官方標準價 官方優惠價 早鳥價 信用卡優惠價/ 二手月餅券

積分換購價

美心流心奶黃 380元 249元 無 228元/216元 180元至220元

美心雙黃白蓮蓉 365元 243元 無 219元/193元 150元至180元

半島嘉麟樓迷你奶黃 580元 無 無 無 360元至530元

榮華雙黃白蓮蓉 378元 245.5元 196.5元 無 140元至150元

奇華迷你蛋黃奶皇 225元 無 無 180元 160元

大班冰皮迷你四色 310元 178元 無 310元（加1元再送一盒， 120元至150元

每盒約150.5元）

東海堂奶黃 288元 無 178元 172.8元/152元 120元至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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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中秋節前兩星期都是港產月餅業績
「衝刺期」，不少香港市民選購月餅

自攜往內地送贈親友，水貨集團更會趁機
掃貨運往內地高價轉售。惟今年這種蓬勃
盛況不復再，疫情下往來香港和內地的口
岸大多關閉，且過境兩地的人士還需要隔
離14天，水貨活動基本上已絕跡。港人買
港產月餅郵寄內地也受內地海關的「限餅
令」規管，無法郵寄含蛋黃、肉的月餅。
港產月餅斷了內地這主要「財路」，銷

售情況大受影響，香港文匯報記者巡察香
港各區出售月餅的餅店，只見疊成「月餅
柱」的月餅由早到晚原封不動，餅店職員
透露受疫情影響，今年月餅銷量銳減，或
罕有地出現滯銷情況。

有藥房「運送」陸路兩盒110元
除了西餅門市，以往各藥房也有售賣月

餅，但今年各區藥房鮮有月餅出售。有店
員坦言「今年（月餅）唔好搵錢」，即使
是水貨客聚集地的上水，大部分藥房已落
閘停業、甚至已執笠。
然而，逆市下旺角竟有一間藥房繼續大

賣「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及「美心流心
奶黃月餅」，且生意似乎不俗，原本裝在
紙箱內的月餅被搶購一空。何以人人滯
銷，該店竟能賺到盆滿缽滿？記者向身旁
職員詢問說：「流心奶黃是否仍有貨？能
否郵寄回內地？」該職員四處張望，再壓
低聲線叫記者入內到收銀處問。
記者依其指示向收銀員查問：「有無流

心奶黃月餅？」得到的答案是「流心奶黃
賣晒」。記者遂問：「我到美心門市買一
盒流心奶黃，你們可否幫我寄返內地？」
職員指向處方部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告訴
記者：「你去問那人。」
記者遂上前問那位疑似「話事人」，

「今年過唔到關，我想寄蛋黃月餅又唔

得，你哋可唔可以郵寄？」該「話事人」
迅速打量記者一番後回答：「寄係可以，
但係要幾耐，寄到已經過咗中秋喇。」
他補充說，若要趕在中秋前寄到，需提

前一個月落訂單；但記者堅持要寄，「話
事人」便透露收費是兩盒運費110元，並暗
示店方經陸路貨車走私返內地，還表示：
「不用擔心，一定寄到。」

水路免檢者帶貨 貴正價百五
除了藥房協助走私月餅返內地，記者更

發現淘寶上有不少聲稱代購香港正品月餅
的店舖，懷疑是集團式高速、大量走私月
餅。記者使用內地淘寶賬戶搜索，即出現
大量代購「港版正品」「香港本土版」月
餅的網店，店方並支持防偽碼驗證，還教
客戶識別港版月餅的真假。
其中一間淘寶店銷售數款香港暢銷月

餅，均含有蛋黃成分。記者假扮顧客查
詢，該店舖客戶服務直言不諱稱：「我們
在香港採購月餅，由香港運到澳門，再送

往內地。」該職員還補充說，由於今年疫
情關係，「水腳費」較高，在內地每盒零
售價高達350元人民幣（近400港元)，比香
港門市正價高近150港元。
據悉，這種走貨路線是先在香港買月

餅，然後聘用擁有「豁免隔離」資格的船
員帶貨到澳門，或直接租用快艇走貨到澳
門，到埗後即時有人在碼頭接應，然後使
用健康碼由水貨客以螞蟻搬家方式將月餅
帶返內地。
代購表示，由於香港、內地仍未通關，港
產月餅更搶手，代購有門路輸入港產月餅便
發大財，生意較去年飆升兩倍。不過淘寶代
購月餅服務，不僅難以確保月餅的真偽，即
使是正品，一經海關查處，不僅白花錢，更
有可能觸犯法例。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
由於內地限制含蛋黃、肉類等月餅入境，市
民無論是通過藥房郵寄流心、蛋黃類月餅，
還是通過淘寶代購相關月餅給內地親友，
「若購買者知道該月餅屬水貨或走私，則可
能涉嫌串謀走私罪行。」

控關使港產月餅痛失內地客源，需求大減，
之前買入月餅券圖利的炒家大損手。記者走訪本
港各區水貨藥房，以往大量囤貨炒賣的店舖，今
年鮮有入貨。各月餅品牌官方店舖也不復見輪候
買餅的人龍，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網上炒賣月
餅券的賣家紛紛蝕讓離場，部分二手月餅券更比
官方標準價低近一半。有炒燶月餅券的炒家叫苦
連天說：「蝕到入肉！」
每年都炒得最火熱的美心流心奶黃月餅，於前

年香港美心官方優惠價為每盒228元，炒家當年
以每盒260元至270元入貨，再以290元放售，最
高更炒至300元以上，每盒利潤15%至20%；而
淘寶代購的售價最高達400元人民幣，合計約454
港元，相較香港官方優惠價，賺近一倍。
去年雖然由於修例風波，內地人不敢親自來

港購買月餅，但代購及水貨活動依舊，月餅炒價
及利潤與前年相若。惟今年由於疫情持續，兩地
「嚴控」關口，港產月餅有貨無出路，滯銷在香
港本土內。
以最受歡迎的美心流心奶黃月餅為例，今年

每盒的官方優惠價為249元，但二手月餅券叫價

180元至220元，至少虧本一成；若炒家以380
元的官方標準價買入，更是蝕本200元，即以低
於半價轉讓。

跨境代購仍有賺頭
該款月餅今年淘寶代購價則普遍維持300元人

民幣左右，仍較香港官方優惠價高36%左右。
內地淘寶代購市場對香港月餅的需求不減反增，
一間代購店舖的客服稱，由於疫情不能過關，今
年價格較「親民」，銷量增長一倍，「去年賣了
4,000盒左右，今年已賣8,000盒。」可見在香港
炒家炒燶的情形下，跨境代購月餅仍有利可圖。
據社交網站facebook的交易平台、本港二手交

易網Carousell顯示，各款暢銷月餅今年交投冷
清，放售價位不僅低於官方優惠價，且普遍低於
各信用卡優惠價（見表），往年一盒難求的半島
嘉麟樓迷你奶黃月餅，今年官方發售價580元，
二手平台上不少放售價竟低於原價100元，更有
炒家大呻：「原價出售現貨都無人收！」不過，
市民在二手平台「執平嘢」也要小心月餅券的真
偽，以防被騙。

炒燶月餅券 半價轉讓蝕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海關
早前拘捕四人懷疑與冒牌「恆香月餅」
案有關，其中一名被捕人鄭鴻杰昨日舉
行記者會，自稱是恆香餅家的第二代傳
人及股東，聲稱有關月餅並非冒牌貨。
鄭鴻杰聲稱，恆香餅家在1920年由其
父親鄭煜文創立，父親在1971年離世後
由他接手，於1981年與親友成立「恆香
老餅家」有限公司，後來公司出現股權
訴訟及商標註冊糾紛。「2011年在不知
情的情況下，我的股權被人侵佔，展開
了近十年的股權訴訟仍進行中。因為我
們的廠房生產工具被人破壞、取走，才
去東莞找朋友的廠加工，我們有正式牌
照、手續。」

他續稱，「恆香老餅家」現有兩個廠
房的製餅牌照均由「恆香餅家」持有。
事件起因是顧客持印有「恆香餅家」的
月餅券，到「恆香老餅家」的店舖換領
月餅引起，但他強調「恆香餅家」才是
老字號，並非冒牌。
目前有數百盒月餅被海關扣查，鄭鴻
杰表示，購買了月餅券的客戶可以退
錢，公司亦將資料交給海關跟進。若持
有「恆香餅家」餅券的人，如不能領取
取月餅，可退回全數付款，並承諾本年
度的中秋月餅扣除所有成本開支，全部
盈利捐給香港公益金。
「恆香老餅家」則回應指，鄭鴻杰並
非該公司的董事或股東。

由於防疫措施限制，
市民過關困難，無法自
帶月餅北上送贈內地親
友。有速遞公司推出月
餅郵寄服務，可郵寄價

值不超過人民幣800元的月餅產品至內
地，惟含有蛋黃、肉類及冰皮月餅不適
用，且郵寄月餅時必須同時上
傳發票，證實是自用。
內地海關於 2015 年實施
「限餅令」，含蛋和肉的月餅
禁止入境內地。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禁止攜帶、郵寄進境
的動植物及其產品名錄》亦規
定，含有肉類、蛋等成分的月
餅，有傳播禽流感、口蹄疫及
其他檢疫性疫病的風險，故禁
止攜帶或郵寄入境。
冰皮月餅亦無法郵寄，主要

因為冰袋無法通過空運安檢，而陸運時
間較長無法長時間保持低溫。
不過，有網民就企圖「偷樑換柱」，
以非蛋黃月餅盒裝蛋黃月餅郵寄，並上
傳非蛋黃月餅的發票，有虛報之嫌，一
經海關發現，須負上法律責任，屆時得
不償失。

走私港產月餅
經澳門入內地

內地海關禁寄蛋黃及冰皮

股權有訴訟「恆香」鬧雙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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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中秋，又是月餅暢銷時。過往，水貨集團會伺機將質量較有保證、深受內地居民歡迎的

「港產月餅」以螞蟻搬家方式帶返內地轉售，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香港與內地「嚴控」關

口及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水貨集團今年無法重施故伎，令港產月餅在香港大滯銷，月餅券大跌

價。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放蛇發現，有人以各種不法門路將港產月餅運入內地，除了租用貨車經

陸路走私內地，更有人聘用港澳線船員，將月餅帶到澳門後，再由持健康碼的水貨客由澳門帶返內地，以較香

港門市貴150港元的售價賣予內地客人。由於港產月餅在內地供應少，有門路的代購都賺到盆滿缽滿，銷情比

去年升兩倍。有法律界人士警告，此舉有可能觸犯法例。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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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月餅普遍滯銷今年中秋月餅普遍滯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有負責代購月
餅的商家聲稱
「 從 澳 門 帶
貨」。

■■ 疑似疑似 「「話事人話事人」」
暗示可聘用貨車走私暗示可聘用貨車走私
月餅回內地月餅回內地。。

■有店舖月餅劈價仍賣唔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有代購商表示淘寶代購市場對
香港月餅的需求不減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