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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匯率、關稅等因素，香港成為大量內地客 「血拚」
（諧音 「Shopping」 ）的奢侈品天堂。但兩成以上的差價亦
讓走私團夥勾結內地 「金主」 插足分羹。日前，內地緝私警
察扮演 「水客」 、 「富商」 ，潛入一奢侈品走私團搜證，破
獲案值達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走私案。目前數十名涉案
人員已落網，其中包括一名疑似擔任 「買手」 、負責在香港
採購奢侈品的港籍男子。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一電】

李克強：建長效機制保食安
記者從天津濱海新區于家堡

金融區獲悉，該金融區首個全國
性金融機構總部項目——華夏人
壽大廈主體結構已於日前正式封
頂。該項目是天津于家堡金融區
起步區中的重點項目之一，將作
為華夏人壽保險總部遷入天津濱
海新區後的辦公基地，為實現其
「全國化經營」戰略邁出實質性

步伐。
據施工方上海建工七建集團

負責人介紹，該項目是目前于家
堡金融區起步區在建項目中的最
高建築，建築總高度達 246.05 米
，建築面積總計 19.8 萬平方米，
工程為地下 3 層，地上 54 層，工
程總造價約21億元。

據悉，華夏人壽是 2006 年在
西安成立的全國綜合性壽險公司
，在59家行業主體中位居壽險20
強之內，註冊資本金達40億元。

「華夏人壽總部遷址于家堡
金融區後，將進一步推動濱海新
區金融服務業發展，促進社會保
障體系的健全與完善，為區域發
展注入強勁動力。」天津新金融
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賈亮在
封頂儀式上表示， 「憑藉濱海新
區金融改革創新政策優勢，于家

堡金融區正以高端規劃、高品質
建設、高端企業聚集的特點吸引
越來越多的境外投資機構。」

于家堡金融區位於中國開發
開放前沿地帶天津濱海新區，佔
地面積 3.86 平方公里。該區計劃
用10年左右時間，建成全球規模
最大的金融區之一。目前，包括
美國洛克菲勒、鐵獅門等國際企
業在內，在于家堡註冊的企業已
有430餘家，註冊資本超過840億
元。

于家堡金融區
首個全國性項目主體在津封頂

部分食安問題事件簿部分食安問題事件簿
●2012年4月 浙江地溝油

部分小作坊從腐敗的動物皮、肉、內臟提煉生產
地溝油。警方摧毀13處製售窩點，查獲油品3200餘
噸
●2012年4月 毒膠囊

央視曝光，河北一些企業用皮革廢料製成工業明
膠，賣給浙江新昌縣企業製作藥用膠囊。修正藥業、
通化金馬等九大藥企的膠囊均被檢出鎘超標
●2011年12月 蒙牛 「致癌」 牛奶

蒙牛某批次牛奶被驗出黃曲霉毒素1.2微克／千克
，超標140%。蒙牛隨後發表聲明指，雖然黃曲霉毒素
為強致癌物，但低劑量並不足以致癌
●2011年4月 上海染色饅頭

央視曝光上海多家超市 「回收」 過期饅頭，經各
種食品添加劑 「美容」 後再次銷售。溫家寶總理曾批
評指 「染色饅頭」 等事件表明道德滑坡已經到了嚴重
地步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2011年
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 11 日在京啟動。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他
指出：推動建立讓誠信者獲益、失信者受懲的長效
機制，使食品生產經營者不敢、不能也不願生產偽
劣食品，引導激勵全社會共同參與、維護和監督，
努力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準。

李克強指出，食品安全是事關每個家庭、每個
人的重大基本民生問題，必須在加強監管、堅決嚴
厲依法打擊食品安全違法犯罪的同時，着力提升整
個食品行業的道德誠信素質，這是實現食品安全形
勢持續穩定好轉的根本基礎。2012年全國食品安全
宣傳周以 「共建誠信家園，同鑄食品安全」為主題
，很有現實意義。希望食品安全辦會同有關方面創
新形式，講求實效，強化誠信教育，嚴格外部約束
，營造懲惡揚善、明信知恥的氛圍。

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副主任劉佩智 11 日在
出席第四屆中國食品安全論壇時表示，誠信缺失是
食品風險的根源，只有加強社會誠信建設、民主法
制建設，才能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劉佩智說， 「三聚氰胺」 「瘦肉精」 「地溝油
」等不良食品事件屢行屢禁、屢禁不止，無不暴露

出誠信缺失是食品風險的根源。
他認為，企業誠信是實現食品安全的內在保障

，社會監督是促進企業誠信的外部約束。誠信自律
是企業健康發展的基石，只有企業遵紀守法，誠信
經營，才能從根本上保障食品安全。但是，在食品
行業快速發展、監管體制有待健全的社會背景下，
失信成本相對偏低、違法收益相對較高，面對高額
利潤的誘惑，一些責任意識和法律意識淡薄的企業
，難免心存僥倖、見利忘義。因此，保障食品安全
還必須健全外部約束機制，不斷加大監管力度，動
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形成多方合力。

劉佩智說，政府及其部門應在誠信建設中發揮
主導作用。一方面，要加強宣傳引導，培育良好的
社會誠信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健全食品企
業信用管理體系，以建立信用紀錄制度為基礎，以
細化評價準則為保障，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為支撐
，加大失信信息發布力度，完善激勵懲戒銜接措施
，加快建立健全符合中國國情和階段性發展特徵的
食品企業信用管理體系。

另外，公安部副部長黃明表示，食品安全是重
大而基本的民生問題，對食品安全犯罪堅持 「零容
忍」，要完善食品安全犯罪重點人「黑名單」制度。

食品風險根在誠信缺失

【本報訊】伴隨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內地土壤
污染加重。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耕種土地面積的10%
以上已受重金屬污染，每年因土地污染減少的糧食
達100億公斤。

內地《經濟參考報》據此刊出 「大地之殤」的
系列報道。報道指，東北是中國最大糧倉，但土地
裡支撐糧食產量的黑土層已減少了50%，並且正以每
年近一厘米的速度消失。照此速度，部分黑土層或
將在幾十年後消失殆盡，佔全國糧食總產五分之一
的東北將遭受無法挽回的損失。

國土資源部統計表明，目前全國耕種土地面積
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屬污染。環保部南京環科所研究
員單艷紅說，華南部分城市約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鎘
、砷、汞等有毒重金屬和石油類有機物污染；長三
角有的城市連片的農田受多種重金屬污染，致使10%
的土壤基本喪失生產力，成為 「毒土」。

農藥化肥污染同樣嚴重。張維理說，我國農藥
使用量達130萬噸，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然而
，據雲南農業大學測算，每年使用的農藥僅有 0.1%

左右可以作用於目標病蟲，99.9%的農藥則進入生態
系統，造成污染。

「不僅污染加重，而且還在轉移擴散。」潘根
興說，當前，我國土壤污染還出現了有毒化工和重
金屬污染由工業向農業轉移、由城區向農村轉移、
由地表向地下轉移、由上游向下游轉移、由水土污
染向食品鏈轉移的趨勢，逐步積累的污染正在演變
成污染事故的頻繁爆發。

2008 年以來，全國已發生百餘起重大污染事故
，包括砷、鎘、鉛等重金屬污染事故就達 30 多起
。而土壤污染修復所需的費用更是天價。常州農藥
廠土壤修復需 2 億元，無錫胡埭電鍍廠重金屬鉻污
染修復費用 890 萬元，蘇州化工廠需數億至數十億
元。

本月 8 日凌晨，深圳、杭州兩
地海關出動近 200 名緝私警察，在
深圳、杭州、天津三地抓捕數十名
涉嫌走私的人員，查封深圳、杭州
等地多家知名 「奢侈品店」。據深
圳海關透露，此次行動摧毀了一個
由內地與香港兩地人員聯手組成大
型奢侈品走私團夥，涉案奢侈品價
值上億元。

截至目前，深圳海關在深圳就
已刑事拘留13名嫌犯，其中一名疑
似香港大宗採購奢侈品 「買手」的
港籍男子亦落網。海關在現場查扣
「愛馬仕」、 「阿瑪尼」、 「卡地

亞」、 「古馳」、D&G等國際高檔
品牌服裝、箱包、鞋等一大批奢侈
品，標價 28000 元的鞋子、標價
49000元的名牌包比比皆是。

據消息人士透露，海關仍在深
挖該宗走私奢侈品的大案，其中多
名涉案的內地 「金主」亦陸續被控
制調查，但身份並未向外透露。

港籍男子充當「買手」
這批巨量的偷運奢侈品貨源來

自香港，由內地幕後 「金主」電話
或親身前往香港下訂單，再由香港
籍的攬貨人何某將貨物清單發給
「吳氏」水客團夥頭目貨物走私入

境後，經深圳口岸的臨時貨倉中轉
，流向內地銷售。

雖然這宗走私奢侈品入境大案
數量驚人，但偷運的方式卻是通過
僱用大批沒有固定組織的 「水客」
少量分批次的帶入內地，再通過內

地物流公司發貨給天津、杭州等多
個城市的客戶。

據海關查明，負責運貨的 「水
客」團夥，活躍在羅湖、皇崗等口
岸，以吳×江、吳×源為首，僱用
長期 「水客」20餘人，不固定 「水
客」約50多名，每名 「水客」每次
攜帶1至3包不等的奢侈服飾、鞋、
皮帶、飾品等，以 「螞蟻搬家」方
式偷運入境。

因涉案人員背景不一、走私鏈
條輻射內地城市。對此，海關多次
派出緝私警員，扮 「富商」、 「水
客」，臥底走私團夥內部搜證，上
演真實版 「無間道」，取得成效。

警員扮 「富商」 搜證
其中，跨境 「水客軍團」頭目

吳×江反偵察能力強，多次擺脫警
員的跟蹤，住所不斷更換。使得海
關派警員以 「水客」身份到羅湖、
皇崗等口岸 「走貨」，臥底搜得該
團夥的行蹤等情報。本月 8 日深夜
，吳×江在其羅湖的住宅小區試圖
逃跑時，被警員圍捕落網。

還有緝私警察喬裝成一擲千金
的 「富商」，成功贏得該團夥在天
津某銷售門店負責人的信任，並成
為 「加盟商」。隨後，秘密偵查出
該團夥走私奢侈品的內地流向。據
查明，成批偷運入境的奢侈品，多
是通過已遍布內地大中城市的加盟
商販售，銷售行情火爆，例如杭州
一家涉案門店一個月的營業額高達
300萬元人民幣。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一日電】近年
，香港奢侈品專賣店門口排長龍的景象越來
越多見，到了節假日更是人流湧動，火爆如
超市，其中不少為內地 「豪客」。有海關人
士透露指，內地網店或銷售商代購走私奢侈
品的個案增多，不少 「豪客」原是 「水客」
，或是專業買手。

香港已成為內地奢侈品消費者最重要的
購物天堂，這點毋庸置疑。據悉，2011 年的
訪港旅客中，三分之二來自內地。而在香港
過夜的內地旅客，平均在香港花費8220港元
，高過歐美，被認為最豪爽的遊客。記者曾
在尖沙咀的海港城親見，一名40歲左右的內
地男子在LV店面排隊，不到半小時搶購了五
個包包出來。

但隨着人民幣升值，境內外奢侈品價格
差價擴大，海外代購成為不少代理商家規避
內地奢侈品漲價的方法。有做內地赴港自由
行的旅行團負責人稱，每年節假日，尤其是
聖誕打折節，遊客主動要求將香港奢侈品店
納入必經行程，其中東北還有不少遊客兼職
做奢侈品 「代購」生意。

在深圳華強北有電子產品銷售店的費小
姐在網絡上開設了一個淘寶網店，專門代購
LV、GUCCI 等奢侈女包。費小姐說，深圳
離香港近，一周會去二次香港代購奢侈品。
她說，業內有販賣走私的名牌包包，量大，
會僱用水客走貨。

據悉，深圳、香港有一批活躍的奢侈品
「買手」，在訂單旺季，碰上內地大 「金主

」，在香港 LV 門口排隊，拖着行李箱到
OUTLET 裡頭裝貨，搶購 Burberry 衣服鞋包
，如吃飯一樣常見，一次買上百萬的奢侈品
，也不眨眼。

新聞背後

兩地差價懸殊狂吸客
目前，中國已經

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
品消費市場，僅2011

年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就佔到全球市場總量的 22%
。近年，內地 「奢侈品消費熱」浪潮，首當受益的
便是香港。

香港與內地奢侈品價差甚大，最大的是汽車，
單部進口稅率高達140%。其次是高級腕表，價差達
100%~350%。

近年人民幣對港元持續升值，內地客在香港市
場購買嶄新的奢侈商品相當於享受 8 折的價格。另
外，地理位置接近、入境容易，也使內地客將目光
投向香港。據悉，今年春節期間中國人在境外奢侈
品消費達72億美元，是國內市場奢侈品消費的4倍
多，其中大半在香港。又有數據顯示，香港至少二
成以上的奢侈品是由內地遊客購買。內地客儼然成
為香港奢侈品消費主力。 【本報記者唐剛強整理】

奢侈品代購風行
豪客其實是水客

我國10%耕地成毒土

武漢也現黃霾天 昨日煙鎖南京城，今日輪到武漢。十一日早上八點多開始，面積相當於十三個香港的
武漢三鎮籠罩在霧霾中，並伴有嗆人味道。據該市環境監測中心數據顯示，該市PM2.5一

度達589微克／立方米；中午12時，PM10濃度超標2.28倍。湖北環保廳分析，此次空氣異常排除工業污染事件造成，
初步分析是周邊部分省份秸稈焚燒所誘發。圖為不同時間拍攝的同一地點照片對比。 【本報記者李曉波文／圖】

▲海關繳獲大批走私的奢侈品貨物 海關提供

▲海關拘查多名涉案 「水客」 本報攝

▲內地遊客在香港尖沙咀名店區輪候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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