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售加衛苗疑假貨
來源不明 藥廠重申未供團購

深嚴打水客 非自用品徵稅
■七月一日時間加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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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求職被盜身份證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九日電】
今日起，深圳羅湖、皇崗、深圳灣、沙
頭角四個旅檢口岸試行新的通關政策，
包括香港旅客在內的跨境旅客一天之內
出入境一次以上，需要走專用通道，且
第二次通關攜帶的非合理自用物品，將
全部徵稅。

據消息人士透露，新的通關政策正
式實施後，將覆蓋深港現有六大口岸日
均六十萬的旅客，其中依靠一日 「少量
多次」走私貨物的來往港澳與內地的
「水客」最受影響，華強北等水貨市場

iPad、iPhone等電子產品水貨市場已聞
風漲價。令港貨店的奶粉亦漲價一成左
右。

日內二次通關須走專道
自本月二十日開始，旅客一天之內

出入境一次以上，需要走專用通道。該
政策將在深圳的羅湖、皇崗、深圳灣、
沙頭角四個旅檢口岸試行。據海關人士
透露，試行的四大口岸專用通道將有專
用標識引導，旅客通過前可留意。

據深圳邊檢透露，在深港跨境人流
中，一日多次往返旅客，以香港居民及

深圳戶籍居民佔大部分，因此新的通關
政策，深港居民最受影響。目前，深港
口岸日均跨境客流六十萬人次，高峰期
高達逾七十萬，其中此次試行新通關政
策的四大口岸中，羅湖口岸最受港人青
睞，日均二十八萬人次。

新政策試行期間，非強制執行。同
時，各試行口岸將統一計算旅客一天之
內的出入境次數。各試行口岸將以聯網
的信息系統數據為準，旅客從任何一個
口岸出入境都會實時反映在系統中。

來往港澳及內地的跨境旅客一天之
內出入境一次以上，不僅需要走專用通
道，接受行李檢查。同時，第二次進出
境起，按照新規攜帶的非合理自用物品
，將全部徵稅，且按進出口貨物管理辦
法徵收。這對珠三角尤其是深圳赴港掃
貨旅客產生一定的影響。

華強北水貨市場聞風漲價
據觀察人士透露，新政施行後，一

日多次往返香港內地的旅客，第二次起
所帶超量物品，沒有以前五千元以下的
免稅額度，全部徵稅，這將對深圳及內
地水貨市場帶來衝擊。

深圳海關監控披露稱，深港口岸活
躍逾二萬名職業 「水客」，走私手段主
要一日多次往返香港及內地，少量多次
「螞蟻搬家」式攜帶超量的電子產品、

奶粉等熱門貨品入境內地販售。

據深圳海關緝私局局長王志透露，
新的通關政策，主要限制深港跨境 「水
客」，打擊走私行為，普通旅客一般不
會一天多次出入境的。珠海的橫琴、閘
口、灣仔亦在試行政策範圍之列。

近年不少市民因 「貪平」喜於團購網消費，
醫院藥劑師學會發現，近日有商人透過互聯網直
接銷售藥物，當中團購網利用廣告代言人的照片
去吸引消費者，令人相信藥物為原廠行貨。醫院
藥劑師學會會長蘇曜華表示，由藥廠 「默沙東」
生產的四合一子宮頸癌疫苗 「加衛苗」，到一般
醫務所購買一個療程打三針的收費為三千六百元

，但團購網以二千至二千五百元出售，遠低於一
般醫務所的收費。該學會擔心藥物的來源，質疑
疫苗是冒充貨或失效品。

需特別醫療雪櫃儲存
蘇曜華說，該款疫苗需以特別醫療雪櫃儲存

，溫度經常保持在攝氏八度以下，倘若儲存或運
送期間超出此溫度，疫苗將失效，質疑這類巨型
醫療雪櫃售價為四萬元一個，團購網是否裝有這
種設備來貯存疫苗。他認為，政府有責任採取行
動及檢討法例，監管網上賣藥情況，他又建議，
已購買疫苗的市民到該團購網站退錢，並提醒市
民，雖然現時無法例監管網上售藥，但如果有人
出售假藥及水貨藥物均屬違法，呼籲市民購買藥
物前先徵詢醫生及不要貪便宜在網上買藥。

網上售藥欠法例監管
生產 「加衛苗」的美國默沙東藥廠昨特別向

傳媒發表聲明，重申並沒有以任何形式參與或組
織任何該疫苗的團購活動，亦從未提供有關疫苗
給任何團購公司，藥廠表明， 「加衛苗」乃醫生
處方藥物，只向衛生署註冊西醫、藥房或醫療機
構供應，他們並已向衛生署及香港醫學會反映問
題。

【本報訊】入境事務處昨日宣布，黑山共和國政府
已確定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待遇，前往
當地旅遊最長可逗留九十日，而黑山共和國國民亦可免
簽證前來香港旅遊，最長可逗留十四日。有關免簽證入
境安排，將於今日起生效。

入境事務處發言人表示，有關免簽證安排讓香港特
區護照持有人在旅遊時獲得更大的便利，並有助加強香
港與黑山共和國在貿易、商業及旅遊方面的聯繫。連同
黑山共和國在內，共有一百四十四個國家或地區已同意
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

【本報訊】本港勞工需求仍然殷切，令總就業人數
連續第五個月上升，但由於勞動人口錄得的升幅更大，
令失業人數略為上升，經季節性調整後，本港一月至三
月的首季失業率維持於3.4%不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由於勞工需求大致
維持殷切，總就業人數連續第五個月上升，在今年一月
至三月微升一千人至三百六十四萬九千六百人的新高。
而就業不足率則由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的 1.5%上升
至今年一月至三月的 1.6%（臨時數字）。而勞工處在
今年三月錄得的私營機構職位空缺為九萬八千九百四十
個，與今年二月的九萬四千個比較上升 4.4%，較去年
同期八萬個則上升22.7%。

張建宗又表示，僱主的招聘意欲在近期稍轉積極，
但就業情況仍取決於未來整體經濟增長及企業創造職位
的步伐。另外，存在於外圍環境的變數依然令人關注，
特別是主要經濟體表現疲弱，以及歐元區債務危機持續
。當局會繼續密切注視相關的發展。

私營機構空缺處高水平
他又指，自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勞工處平均每個

工作天錄得來自私營機構的職位空缺數目仍維持在超過
三千個的高水平，踏入今年四月情況仍然相若。勞工處
會持續為求職人士提供全面及免費就業服務，今年首季
已舉行了五個大型招聘會，共有一百六十九間機構即場
進行招聘，合共提供逾一萬三千六百個職位空缺，另有
十間培訓機構於其中兩個招聘及培訓博覽接受申請。勞
工處會繼續舉辦大型招聘會，網羅不同行業的空缺，以
方便求職人士。

【本報訊】受極端氣候影響，近年超強颱風襲港機會愈見增多，中華
電力預算斥資約四億五千萬元強化供電系統，包括鞏固一百五十一個位置
當風的架空電塔，及為六十個陡峭山坡及地基進行加固工程，以防電塔倒
塌，影響供電，預計工程將分別於二○一四及一五年完工。

中華電力輸電及供電業務部總監周騰輝表示，本港近年經常受颱風、
暴雨影響， 「一○年（超強颱風）魚更犀利」，擔心超強颱風襲港的可
能性愈來愈大。

有見及此，中電已識別一百五十一個位處較高當風位置的四百千伏架
空電塔，並進行結構分析，研究是否需要進行加固工程，強化電塔的避雷
線、導線等，估計若全部進行鞏固，將耗資逾一億五千萬元，工程將於今
年六月展開，預計一四年完成。中電亦揀選六十個屬高風險的陡峭山坡，
預算全面加固亦須動用近三億元，目前已有四個斜坡及地基完成加固，另

有七個則進行中，預計工程一五年底
前可完成。

周騰輝也謂，由於電塔損毀後需
要數個月時間維修，中電已購置五套
臨時電塔，以縮短復電時間至一、兩
周；並於今年在多個架空線設備安裝
六十套智能開關，當發生電力故障時
，系統控制中心可透過自動化遙控系
統將故障線路隔離，快速恢復供電。
中電北區配電天線技工劉家榮補充，
電線以往受損，技術員須花數小時抵
達現場搶修，但增設智能開關後，在
控制中心內花約一至兩分鐘，便可完
成復修工序。

【本報訊】團購網向來以 「超低價」 出售商品
搶客，但市民小心慳錢變 「錢」 。香港醫院藥劑
師學會注意到，有團購網早前以七折價出售 「加衛
苗」 子宮頸癌疫苗，擔心疫苗來源有問題及不當貯
存致疫苗失效，有關藥廠 「默沙東」 已發聲明，重
申從未提供疫苗給任何團購公司，該會呼籲市民購
買藥物前先徵詢醫生意見及不要在網上買藥。

失業率維持3.4%

中電斥四億五千萬強化系統

圖為國際金融中心對出，原是供市民休憩的花園，現因中環灣仔繞道工程，轉
而變成施工地盤。社區人士或環保團體多會因為諸如此類的工程而站出來貌似在理
地仗義執言，批評政府不顧綠化，犧牲市民利益等。但事實是，繞道工程一旦完工
，或可為市民帶來更實際的便利。不過政府在規劃及通過每一項工程時，絕對應當
充分衡量利弊，三思而行。

本報記者 杜漢生（圖）
汪澄澄（文）

【本報訊】警務處西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主任
李康妮指，警方指於去年下半年至今，接獲十宗以內的
個案，有青年於網上討論區求職，遭騙徒誘騙到公眾地
方，其後偷取他們的身份證。她指，受害人大多為十八
至廿五歲的青年，他們隨意將身份證轉交予騙徒，其後
騙徒逃之夭夭，暫時警方仍未收到有人盜用身份證的舉
報，相信不是集團式犯案，但呼籲青年求職要審慎。

【本報訊】粵港澳文化合作第十三次會議昨日
在香港舉行，三地在會上簽署《粵劇保護傳承意
向書》，承諾進一步合理推動粵劇的保護、傳承
和發展，包括聯合粵劇人才培訓、粵劇節目創作
及共同整理粵劇資料庫等。另外，三地還將加強
互相連接、溝通，包括圖書館電子數據互通等。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澳門社會文化司司
長張裕、廣東省文化廳廳長方健宏，和逾一百五
十名來自粵港澳三地負責文化事宜的官員和相關
機構代表出席會議及相關活動，國家文化部港澳
台辦公室主任侯湘華亦有列席。

曾德成表示，會上三地簽署的《粵劇保護傳
承意向書》，是因為粵港澳三地聯合通過國家文
化部，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粵劇成為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作。成功列入後，根據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的規定，落實申遺之後的安排，包括聯合
在粵劇人才培訓、粵劇節目創作、共同整理粵劇
資料庫等。

發展健康網絡文化
曾德成在總結會議時說，粵港澳建立文化合

作機制滿十年，奠定了穩健的基礎，三地對合作
情況感滿意，他建議未來在三方面合作，包括合
作推出更多優秀文藝作品；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
系的連接；以及共同發展健康多彩的網絡文化。

演藝合作方面，三地同意今年進一步優化精
選演藝巡演合作模式，就各方的合作安排訂立更
清晰的共識，以推動精選演藝節目作三地巡演。
又會進一步豐富 「粵港澳文化資訊網」內容，強
化其作為文化資訊發放重要平台的功能。

來年三地亦計劃舉辦新的三地大型文物巡迴
展覽，包括舉辦 「嶺南派藝術傳承─趙少昂
作品大展」、 「嶺南考古三十年成果展」及 「海
上瓷路」展覽。同時，圖書館方面會進行共同電

子數據互通、數目互通，加強三地一站式購票系
統等。文化創意產業方面，三地將會舉辦 「中華
創意產業論壇 2012」、 「香港漫畫研習營」和
其他合作項目。

【本報記者蔡鐘龍十九日電】由香港李嘉誠基金會
捐資，在內地為貧困病人提供急需醫治，開展義務醫療
服務，先後為五十多萬名貧困病人免費醫病。日前，這
一行動經國內公眾和評委投票結果，獲國家民政部第七
屆 「中華慈善獎」。李嘉誠基金會醫療扶貧辦公室主任
許龍水表示。

香港李嘉誠基金會出錢，在內地開展醫療扶貧的工
作，是從一九九八年五月開始的，至今已十四年了。到
二○一一年底，該基金會已累計捐資二千一百多萬元人
民幣，在廣東、江西、新疆等國內十四個省市建立一百
五十一個醫療扶貧基地和扶貧點。先後進行唇齶裂、關
心是潮流、寧養扶貧等三十多個醫療項目服務，共有五
十多萬貧困病人得到免費醫治，其中完成各種免費手術
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三例，尤其是為五百四十四名腦癱兒
童提供免費治療。在這期間，有一千三百五十六支醫療
隊，四萬多名義工參與了醫療服務。

【本報訊】今年七月一日，全港市民將會多了一秒
時間使用。香港天文台表示，由於地球自轉速度不均，
並逐漸減慢，令天文時間和民用時間出現差距，因此每
隔數年便有需要引進閏秒，使兩者之間差距保持少於零
點九秒。香港時間當日上午八時正前將加上一閏秒，即
當日舉行的升旗儀式將較平日遲一秒。

粵港澳共同推動粵劇傳承粵港澳共同推動粵劇傳承

繞道工程 便利市民

李嘉誠基金醫療扶貧
獲國家中華慈善獎

■黑山予特區護照免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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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醫療扶貧汕大醫學院的志願者

▼周騰輝說▼周騰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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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 「默沙東」 已發聲明，重申從未提供疫苗給任何團購
公司 網上圖片

▲有團購網早前以七折價出售 「加衛苗」 子宮頸癌疫苗
網上圖片

▲最受港人青睞的羅湖口岸昨日起將試行新的通關政策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