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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蘋果新
一代智能電話 iPhone5 全球發售適逢十．
一黃金周，屆時大量過關人潮將變成水貨
客蒙混過關的絕佳屏障，有專以水客走私
的不法集團趁此 「良機」，已在內地網站
的討論區大舉張貼招募帖，尋求 「深戶白
底」水貨客帶 iPhone5 過關（見圖），每
部報酬約一百六十港元。

所謂 「深戶白底」，即擁有深圳戶籍
而從未因帶水貨被當局拘捕的 「身家清白
」居民，有此名堂皆因深圳居民容易取得
來港簽證，而有案底者易被海關監控，若
帶貨時被逮住，將令走私集團蒙受損失，
故不法分子出價以 「深戶白底」最高，如
有案底者便會大降價，以走普通水貨為例
，每趟只會給予七十港元。

記者發現，蘋果公司近日公布iPhone5
發售日期後，內地某論壇短時間內湧現出
大量的 iPhone5 走私招募帖，每部報酬逾
百元，最高更達一百六十元；亦有不少帖
子稱，尋求二至四人的小集團長期合作。

港明開售 回收價升千元
該論壇甚至公布了大量的 QQ 水貨交

流群號碼，以及水貨客的經驗心得。有一
帖更指 「過關最好選在下午接近晚飯的時
候，心理學說那個時間段人最容易麻痹，
而且那個時間段也最多人過關，海關的人

也是人，那個時候也是會疲勞的。」類似
的指導帖也充斥論壇中。

另外，iPhone5明日將在港開售，蘋果
香港官方網站今日將接受預訂。位於旺角
先達廣場的手機店G．World Mobile負責
人劉志剛表示，因近期有關 iPhone5 的資
訊增多，訂單較剛公布時數量增多，總共
已接到約二百張單，來自香港、泰國、台
灣及內地等，因為大部分地區暫時沒有行
貨發售。他表示，不會派人今日網上預訂
，相信會有不少人前來 「放機」，回收價
格亦上漲近千元。

名為 「風沙」的打擊水貨集團行動由香港警方及入境處聯合舉行，有關
人員首先於昨晨埋伏在上水新運路劍橋廣場工業大廈旁邊的後巷，至清晨時
分發現一名懷疑為水貨集團成員攜同大批貨物到後巷準備散貨時，猝然將之
拘捕，並檢獲十一箱已分別包裝成小包的象跋蚌。調查後證實被捕者為三十
六歲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人，疑為水貨的象跋蚌則值一萬五千元。

警清晨埋伏後巷
有關人員隨後於九時掩至上水彩發街晉科工業大廈展開搜查，結果在多

個單位內拘捕合共一百三十名內地男女，懷疑他們正為水貨集團包裝紅酒、
奶粉、尿片等貨物，準備稍後轉發給水客帶過關，事後全部帶走調查。

被捕的百多名內地男女，年齡由二十二至六十歲不等，其中五十人是持
一簽多行的旅遊證件來港，他們稍後將被控以違反逗留條例並從事有薪或無
薪的工作，一旦罪成，最高刑罰是判監兩年、罰款五萬；而被捕者的資料亦
會在稍後轉交內地部門處理。

料已截斷供應鏈
首席入境主任（執行）黃賢生表示，行動中入境處與警方合共出動一百

人，相信已成功截斷水貨供應鏈，而相關的調查及搜查工作會繼續進行。
不過，案中涉及多少個水貨集團，以及當局是否已掌握幕後主腦的資料

，黃賢生則以仍在調查為由，未有披露。
另方面深圳海關人員亦在羅湖、福田等口岸採取嚴厲執法行動，先後拘

捕數十名水客及負責為水客 「睇水」的水貨集團成員。羅湖海關負責人向本
報透露，嚴打行動將持續一段長時間，iPad、iPhone等高價值的電子產品與
毒品將一同被列為重點敏感物品監管；同時，拖車拉大件行李的水客亦將被
重點查緝。

昨午三時，本報記者跟隨深圳海關行動小組抵達福田口岸，未幾關員便
查獲一名港籍水客文×雄，攜帶十二個電腦硬盤，估價三千六百元。一開始
面對記者採訪，文×雄表示，這些硬盤是自用的。但海關翻查其證件紀錄，
發現他陸續有被查處違規攜帶貨物四十一次，多是電子產品，並曾因涉嫌走
私二千九百九十九個手表機芯被立案移送緝私局。

在接下來的一小時內，記者目擊了數名香港水客被截查，多是偷帶熱門
電子產品，並均有數十次被查出紀錄。福田海關現場業務科譚科長受訪表示
，目前，來往福田口岸的 「水客」以香港人為主，在查獲的個案中，更有一
些香港老水客，被海關查處紀錄已超過上百次。

千瓶飲料稱自用
在羅湖口岸，海關一小時內查了逾數十宗深圳戶籍的 「奶粉水客」。記

者試圖採訪數名女水客，不料她們見到拍照連忙用手遮住拒絕。
另有一名三十歲左右的男子用推車帶了逾千瓶的益力多，裝了滿滿兩大

箱，吸引了記者的注意。他稱，自己是深圳戶籍居民，飲料買來自己喝的。
但記者追問一個人能喝這麼多嗎？他沉默以對。

今日下午，羅湖口岸查獲三百七十多宗違規超帶水貨情事，多是益力多
、奶粉、化妝品等商品。同時，還抓獲四十名在口岸查驗通道後為水客看風
、俗稱 「天文台」的水貨集團成員。

另在中英街附近，海關緝私警員當場查獲無合法證明涉嫌從中英街走私
進口的洗髮水一整車，大批月餅、益力多等食品，此外還有紙尿褲、簽字筆
等雜貨。

據深圳海關人士透露，海關今年出台的新政策，旅客一年內超過三次走
私紀錄，將被刑事立案，這令一些深港兩地的資深水客出現改行或改運情況
，攜帶一些利潤低的合法有免稅額度的日用商品過關來保護自己。

稱熟海關運作 專聘無案底者

內地高價招水客帶iPhone5

早上七時，有 「水貨物流中心」
之稱的上水晉科工業大廈，一改過往
由早到晚水客熙攘的場面，不單水靜
鵝飛，大廈更重門深鎖。可是，別以
為水客都被特區政府宣布六招打遏措
施所嚇怕，因為大廈對出路面滿布紙
皮垃圾，顯然不少水貨客已挑燈夜戰
到來取貨，趁早闖關，以防有關人員
天光後到來掃蕩。

記者遂轉往上水火車站外了解，
卻見有水貨集團囤積大量貨物在行人
道，且用塑料布覆蓋掩人耳目，當有
水客到來，才將紅酒、奶粉、尿片等
貨物取出分發，但每名水客獲發的貨
物顯然較過往少，而大多水客都帶同
大型背囊到來載貨，一改過往用大紙
皮箱盛載的習慣，目的為避免被火車
站職員指行李過大而無法入閘。

在場所見，雖然車站閘口有兩名
職員手持長尺逐一量度水客攜帶的行
李，但卻無阻有備而來的水客，他們
大都順利入閘。間中才有仍然使用大
型紙皮箱的水客因行李體積過大而被
車站職員拒絕進入，不過他們隨即將
貨物分類，並利用背囊、手抽袋等小
型載具盛載，以另類 「螞蟻搬家」方
式，依然能順利入閘。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內地水貨客
表示： 「（特區政府嚴打）對我無影
響，反而獲發的貨物數量較過往少，
我仲輕鬆！」他解釋，水貨集團聘用
水客是以每次成功走貨計算酬勞，
「走一水，可得港幣一百元，帶貨愈

少當然更着數。」
他又說，內地部門上星期便開始

對水客嚴格執法，因此香港的職業水
客已停止活動，現時仍然活躍的主要
是內地水客。但他不無擔憂地說：
「（嚴打政策）長遠肯定會打擊水貨

集團的利益，到時水客因沒有貨可帶
，搵食會愈來愈艱難。」

有居於上水火車站附近的街坊表
示，昨日的水貨客雖然較少，但整體
數量仍達高峰期的一半，對市民進出
車站仍構成影響；上水居民王先生則
向當局獻計： 「其實（港鐵）只要規
定帶大型行李的水客都要走特別通道
，且所有行李都要嚴格檢查，搞佢一
個半個鐘頭，看他們還如何走貨。」

另市民郭先生則表示： 「內地客
走水貨其實是黑工，發貨給他們的水
貨集團便是聘用黑工，當局應該派人
放蛇，專捉散貨的水貨集團人馬，然
後告佢聘用黑工，將不法分子繩之於
法。」

特稿

【本報訊】記者唐剛強報道：昨
日深圳海關嚴厲掃蕩水客行動中，記
者採訪了數名香港老水客，他們均感
嘆政策收緊，這行越來越難做，賺不
到錢。同時，新政策規定旅客一年內
超過三次走私立案記錄，將被刑事立
案，這讓大批香港老水客改運日用品
躲過風頭。

香港水客陳×生在昨午被福田口
岸的海關人員查獲，其所攜帶的挎包
內藏了兩台iPad。記者通過海關的內
部系統查到，他近兩年連續被查違規
帶貨的記錄有六十九宗，涉及的水貨
產品更高達數十種，包括白蘭地、燕

窩、電腦、手表等等，是個名副其實
的資深水客。

這名香港水客五十三歲，身穿黑
色短袖，皮膚黝黑。他對記者直感嘆
，現在查得嚴，不好做，錢越賺越少
，月入已跌至五、六千港元，僅能維
持日常生活開支。

他說，前些年都帶些高價值的水
貨，如高檔補品、名貴酒、iPad、
iPhone等，利潤高，現在帶一次被查
一次，擔心夠標準被內地的法律判監
，不敢帶多了。在辦理完扣倉手續後
，他對着旁邊的海關人員說道，怕了
怕了，已打算改行做司機了。

政府措施初見效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政府日
前出台的六項打擊上水水貨客措施，雖已
初見成效，但有市民擔心措施不能長遠起
作用。北區區議員劉國勳認為，六項措施
的方向正確，認為時間長會看到成效，建
議香港和內地共同把關。

劉國勳表示，政府出台的六項措施，
方向正確，相信時間長會見成效，有入境
處把關執法，相信可以杜絕一部分水貨客
入境，充分打擊這種現象。他對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的工作態度和方式抱有信心，
認為本屆政府是說到做到，有決心處理水
貨客問題。

他續指，前線部門要行事到位，在貨
源上就要着手處理問題根源。另外，內地
亦要與香港相互配合，內地在把關上亦要
負有一定責任，例如深圳海關可提前截獲
水貨客，未進入香港前，已經杜絕不少水

貨客。

田北俊倡限出入境次數
田北俊昨日表示，日前已去信保安局

及全國政協辦公室，要求一簽多行加入限
制一日多次出入境的條款。田北俊解釋，
一簽多行主要是方便多次往返深港的旅行
證件，雖然目前有近一半的自由行遊客，
接近一千四百萬人次會一日往返，但他相
信，真正的遊客無需一日往返多次，限制
一日多次往返不影響遊客，但可以杜絕大
部分水貨客，因為一日一次往返令水貨客
難以維生，配合政府打擊水貨客的其他措
施，可趕絕水貨客組織，減少對上水及北
區居民的滋擾。

田北俊續指，限制乘客帶上火車行李
不能太大、海關設立水貨客黑名單都可有
效遏制水貨客的行為。

特區政府宣布六招嚴打水客後，香港和深圳兩地執法部
門昨日分別展開大規模打遏行動，合共拘捕近二百名兩地水
客及水貨集團成員。其中香港特區入境處及警方展開名為
「風沙」 的聯合掃蕩行動，出動百人搜查有 「水貨物流中心
」 之稱的上水晉科工業大廈，一舉逮捕百多名正為水貨集團
包裝貨物的內地人，相信已成功切斷水貨供應鏈。

本報記者 夏盧明 李家祺 唐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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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相信打擊行動已成功截斷水貨供應鏈，而
相關的調查及搜查工作會繼續進行

▼深港兩地執法部門昨日展開大規模打
遏行動，合共拘捕近二百名兩地水客及
水貨集團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