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廣東相繼破獲 「水客」 團夥三十四個，
檢獲各類水貨總值逾十五億元（人民幣，下同）
。廣東省海防與打私辦有關負責人透露，為強化
打擊水貨客走私、海上走私等重點領域聯合作戰
，目前在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下，研建三地反走
私緊密合作機制，包括建立水貨客名單及相關信
息的相互通報制度，就葡萄酒、輪胎、燕窩、電
子產品、奶粉等重點敏感商品開展聯合數據分析
，為三地加強監管、打擊走私提供指引和參考。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四日電】

粵港澳研反走私合作機制
設重點敏感商品分析庫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一A12港聞責任編輯：陳淑瑩

【本報記者方俊明四日電】 「港貨店」近年
在珠三角興起，但由於粵港澳近日嚴打水貨客走
私而供貨減少乃至供不應求。據珠海市工商局對
「港貨店」的最新調研分析顯示，目前該等店舖

的商品來源一般通過代購、水貨客多次往返攜帶
，存在進貨渠道不正規、假冒偽劣名牌貨等消費
安全隱患。

水貨客變招應對嚴打
廣東省海防與打私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儘管近期粵港澳嚴

打水貨客，但對珠海、深圳等口岸監測顯示，如今水貨客團夥
分工更為明確，水貨客小頭目負責派貨、水貨客負責裝貨和帶
貨闖關均更緊湊高效，而走私團夥僱用水貨客更為嚴謹，如選
擇外勞，或以情侶等身份進行 「螞蟻搬家」走私，近期更發現
有人通過網絡微博招收高資質水貨客。而不少 「港貨店」店主
及家庭成員或朋友都充當水貨客，部分店主更是港澳居民，自
行在港澳採購，設法帶入境銷售，為緝私工作帶來較大難度。

記者今天走訪位於廣州上社、標榜香港百貨的 「港來港去
」分店，十幾平米的店舖琳琅滿目地布置着幾百上千種商品，
奶粉、日化、零食成為鎮店三寶。店員告訴記者，目前在廣州
便有四家分店，其中奶粉較為熱銷，但對於記者要求提供產品
進口等證件卻含糊不清，只重複強調開店近四年未收過顧客的
投訴。她還透露，近期由於供貨緊缺，最好提早預訂。

監管不足淪為走私店舖
業內人士預計，現時遍布廣東的各類 「港貨店」多達數千

家，特別是廣州、深圳、珠海、東莞等地最為集中。珠海市工
商局最新調研顯示，廣東毗鄰港澳，每日大批水貨客、對外輸
出勞工、自由行遊客通過多次往返以自用名義攜帶免稅商品入
境，為 「港貨店」提供長期貨源。但因未有針對性地加強監管
，不少 「港貨店」逐漸演變成走私商品或無合法來源商品上市
銷售的渠道，衍生一系列弊端，如很多 「港貨店」未申辦相關
商品銷售證照，而商品主要來自水貨客攜帶入境，未接受出入
境檢驗檢疫部門監管，導致不合格的境外產品易流入，甚至偽
造產地、假冒註冊商標等偽劣名牌貨也混跡其中。

今年粵港澳水貨客走私、毒品走私、海上走私等不法活
動依然活躍，僅上半年廣東便查獲各類走私案件超過六千宗
，檢獲各類贓物、毒品總值逾八十一億元，同比升逾兩成和
八成半。其中，水貨客走私一直是三地反走私的熱點和難點
，據廣東省海防與打私辦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僅廣東摧毀七
個水貨客走私網絡，打掉水貨客團夥三十四個，檢獲水貨總
值逾十五億元，說明水貨客走私活動仍十分猖獗。

為準確研判區域走私動態，粵港澳緝私部門不斷鞏固和
強化情報交流，包括查獲走私案件數據、全港紅油（未徵稅
柴油）銷售數量、定期走私態勢通報、走私案件情報線索等
。據統計，僅去年至今年八月，粵港雙方共交換緝私類函件
逾一千份，涵蓋情報資料、案件查詢、聯合行動等領域，召
開各類工作會議近六十次；並充分利用緝私情報交換，積極
開展案件協查，其中香港協助廣東調查案件五十七宗，廣東
協助香港開展了二十二宗案件協查。

廣東省海防與打私辦主任羅歐透露，在粵港澳合作框架
協議下，目前三地正研究建立反走私緊密合作機制，並以此
為突破口，積極參與和拓展國際及地區間反走私合作。

完善建立水貨客名單
其中，針對近期粵港澳特別關注的水貨客走私，在實現

情報資料庫內容部分共享的基礎上，三地將進一步完善建立
水貨客名單及相關信息的相互通報制度；特別是加強重點敏
感商品、重點渠道的走私情報交流，如 「重點敏感商品」已
由以往凍冷食品、舊服裝、柴油等，更新為葡萄酒、輪胎、
燕窩、電子產品、奶粉等，通過三地數據的綜合分析評估，
力爭實現集口岸即時情報、動態情報和情報案件數據庫於一
體，便於各方掌握走私態勢的變化，時刻把握打擊的重點。

隨着港珠澳大橋和無人島開發建設等多處工程開工，粵
港澳海域運沙船、施工船增多，船上人員情況較為複雜，給
預防海上偷渡、打擊海上走私等違法行為造成一定困難，而
且假冒和利用粵港澳流動漁船、快艇走私等問題依然嚴重。
對此，三地將加強海上執法一線查緝部門的配合力度，特別
是在專項行動中採用聯合指揮部模式，根據海上走私形勢及
時調動各自緝私艇，在各自轄區水域開展聯合布防和 「艇對
艇」式聯合行動。

三地部門共享相關資源
此外，粵港澳還將進一步探索建立三地流動漁船監管的

長效機制，如由廣東省流漁辦建設管理，海關、邊防等各相
關單位共同使用的 「粵港澳流動漁船信息管理系統」，將與
港澳有關部門資源共享，就加強來往港澳小型船舶管理、開
展船舶管理數據聯網、完善船舶違法後續處理機制等問題加
強合作。

同時，粵港還嘗試開展兩地法庭間取證、走私犯罪證據
轉換工作，如涉及偷逃稅三億三千萬元的 「一二○九特大紅
油走私案」，據香港律政司的要求和安排，並經最高人民法
院批准，香港法院在內地法院首次就海關案件進行法庭間取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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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查處「港貨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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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開展打擊 「港貨店」 等商店違法經營藥品
、日化品專項行動，對部分 「港貨店」 無證
（超範圍）經營藥品、從非法渠道購進藥品等
行為進行查處，而去年下半年以來已查處五十
餘家非法銷售藥品的小商店

廣州對天河、越秀等地的 「港貨店」 開展清查
行動，揭發五家店舖無證賣藥，涉及售賣的香
港藥品品種達六十多種，僅天河兩家店查獲七
百多盒（件）香港藥品

珠海查處位於香洲檸溪一家 「港貨店」 ，扣查
一百五十七件未有進口商品相關證明及單據的
商品。去年珠海整治無照經營商舖三百七十宗
、不具備經營條件餐飲店一百三十多個

【本報訊】老年黃斑病變患者一旦延誤求醫，嚴重者可
導致失明。香港眼科醫院及香港眼科學會調查發現，逾六成
老年黃斑病變患者確診前對疾病毫不認識，三成半患者出現
病徵時沒有即時求醫。有醫生指，患者可透過藥物注射改善
視力，呼籲長者發覺視力出現問題應及求醫。

眼科醫院及眼科學會於九月訪問一百五十六名老年黃斑
病變患者，發現六成二受訪者確診前沒有聽聞老年黃斑病變
，八成人確診時會感到視力模糊、分別超過四成患者的焦點
視力出現盲點，及出現影像變形、扭曲等。另有約三成半受
訪者出現病徵時沒有即時求醫，當中逾三成人誤以為病徵屬
正常退化現象。

香港大學眼科學系助理教授王逸軒醫生表示，雖然大部
分患者屬乾性老年黃斑病變，但他們有機會轉為濕性，因視
網膜下出現血管滲漏及出血，對中央視力造成永久破壞，視
力會迅速衰退，嚴重更可致永久失明。

現時醫學界尚未有根治老年黃斑病變的方法，但可透過
光動力療法或激光治療來控制病情。王逸軒說，直接在患者
眼球注入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藥物可滲透到視網膜下
血管直接發揮作用。

粵今年破水貨客走私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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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查獲案值約1.4億元的水貨客團夥走私筆記本電腦案，包括多名港澳居民等29名嫌
疑人落網

珠海破獲以姓黃澳門人為首、案值近3,000萬元人民幣的團夥走私蘋果手機案，涉走私
入境的蘋果手機多達8,000多部

廣州破獲蘋果產品走私案抓獲5嫌疑人，半年內走私蘋果系列電子產品4萬多台，涉案
值1.5億元人民幣

深圳摧毀涉案案值超過5億元的電子產品特大走私集團，抓獲涉案人員104名，估算僅
去年就網銷10餘萬台

珠海破獲迄今內地最大的走私攝影攝像器材大案，案值逾4億元

【本報訊】活牛批發價近月大幅上升，全港新鮮牛肉批
發及零售商會直指是五豐行壟斷活牛供應所致，要求政府介
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回應稱，會爭取一、兩星期內
與五豐行見面，了解情況。

全港新鮮牛肉批發及零售商會前日召開記者會，批評本
港唯一活牛供應商的五豐行在過去三個月大幅調高批發價，
七月至今升幅高逾三成，質疑五豐行壟斷市場，要求政府介
入，開放更多入口商，或考慮由泰國、越南等地輸入活牛，
引入競爭；並要求政府與中央商務部商討，開放活牛市場。

【本報訊】就港大醫療保健處牙科診所一批器具
懷疑人為疏忽未完成高溫消毒，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表示，理論上病人受感染的風險不高，衛生防護
中心會密切跟進。事件中約二百五十病人受影響，港
大已聯絡一百四十八人並進行驗血，預計今天會有初
步結果，校方對事件感到詫異，向受影響病人致歉。

受影響的二百五十四名病人均為港大學生、職員
或家屬，上周二至周五曾到醫療保健處的牙科診所接
受治療。港大至昨晚共聯絡當中二百三十七人，一百
四十八人已安排驗血，主要測試對乙型、丙型肝炎及
愛滋病毒反應；保健處亦會安排受影響人士在六個月
後第二次驗血。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港大已通報衛生
防護中心跟進事件，並安排受影響病人驗血，相信病
人受影響機會不大， 「當然未知有沒有人受影響，據
報是消毒程序有問題，但有依足清洗程序部（未做高
溫消毒），故理論上受影響的機會不大。」

梁智鴻對事件感詫異
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對事件感到詫異，

「對於受害的二百多個病人，我不敢說是否受害，但
至少他們即使真的沒有病，心理上都有擔心，我覺得

我們要向他們致歉。」他認為，校方一定要提高警惕
，絕對不容許類似事情再發生。他呼籲受影響人士盡
快到診所檢查，並希望調查小組盡快提交報告，交代
起因和提出改善建議。

港大已成立小組調查事件，並安排微生物學系主
任袁國勇提供意見。港大校長徐立之說，調查小組將
會找出事故起因，以及有沒有人須為事件負責。他相
信由於這批儀器已經過三輪清洗，病毒已經被清洗，
沒有完成的第四個工序 「高溫高壓消毒」，主要是為
了除去病菌的苞子，因此估計有關人士受影響的機會
不大。

按規定，醫療器具需進行共四度清洗及消毒程序
才能使用，其中第四個消毒工序需要達一百二十度攝
氏度。

不過，港大學生會會長李冠康則批評，校方沒有
主動向同學交代事件，即使是受影響同學的了解亦很
少，要求調查小組成員包括學生及教職員代表，以便
日後跟進工作，如追討賠償或安排第二輪血液測試，
校方能向學生第一時間提供資訊。他又認為，驗血只
針對個別病毒，而且會有 「空窗期」，短時間內未必
能確定有否受感染，認為校方應在三個月至半年後再
提供檢驗。

牙科器具忘消毒 港大致歉

老年黃斑病變可致失明

當局兩周內晤五豐行

【本報訊】高等法院將於十二月審理已故華懋集
團主席龔如心的六百億元遺產安排。華懋慈善基金主
席龔仁心表示，已去信中央政府，建議由現任中華文
化交流協會執行會長、前國家副總理田紀雲的兒子田
承剛，擔任基金的四位遺囑執行人的其中一位。他說
，無論裁決如何，遺產都不會落入任何私人口袋。

有報道指，龔家三兄妹龔仁心、龔中心和龔因心
，去年底建議由田承剛負責協調聯繫特區和中央政府
相關部門，盡快成立基金的監管機構，通過相關章程
和法律，申請田承剛、其士集團主席周亦卿、本港律
師陳莊勤和龔仁心做遺囑執行人，其中田和龔會負責
組成監管及督導委員會，監督遺產臨時管理人在遺產
中，撥款舉辦慈善活動。

建議田承剛任遺囑執行人
龔仁心昨出席慈善步行活動後表示，暫未決定會

否成立機構監督慈善基金運作，但承認已建議由田承
剛擔任其中一位遺囑執行人。

龔仁心強調，無論裁決如何，全家人都支持將遺
產用以貢獻社會，家人早已知悉龔如心遺願， 「我可
以跟你們說，這些遺產，所有華懋的遺產，絕對不會
落入私人口袋中，包括我們姓龔的。我們的願望就是
遺產每一分每一毫用於社會。」他又說， 「人在做，
天在看」，公眾會做有效監督。

律政司早前入稟高院，向龔如心 02 年遺囑受益
人，華懋慈善基金和臨時遺產管理人，提出訴訟，要
求解釋遺囑，以決定誰是遺產繼承人，龔如心母親施
福英亦被列作答辯人。有指其中一條需解釋的條文，
是指基金會由 「聯合國秘書長、中國政府總理和香港
特區政府首長組成的管理機構監管」。據悉，律政司
向法庭提出九個基金營運方案，只得一項會由龔家三
兄妹主力負責。

龔如心遺產全作社會用途

▲龔仁心強調所有遺產絕對不會落入私人口袋中

【本報訊】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開始調查三宗涉及
同一間食肆的食物中毒個案，共涉及一男三女和一名男童，
五人均在同一間位於香港仔大道的永康甜品店吃過甜品後出
現腹瀉、發燒和嘔吐等腸胃炎病徵，現均在瑪麗醫院留醫，
情況穩定。

受影響人士分別為：兩名十三歲少女，於十月三十一日
在該食肆進食甜品後，約十至十五小時後陸續出現腹瀉、發
燒和嘔吐等腸胃炎病徵；年齡分別為十三和五十歲的一男一
女，於同日在該食肆進食甜品後，約九至十一小時後出現類
似病徵；一名九歲男童，於同日進食該食肆的甜品後，約九
小時後出現類似病徵。

甜品店進餐 五人疑食物中毒

◀奶粉是水貨
客走私的重點
商品，圖為廣
東繳獲奶粉走
私品

本報記者
方俊明攝

▲廣東今年已
來打掉水貨客
團夥三十四個
，檢獲水貨總
值逾 十五億
元人民幣，圖
為繳獲走私電
子產品

本報記者
方俊明攝

▲目前遍布廣東的各類 「港貨店」 料多達數
千家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梁智鴻對事件感到詫異，他認為港大一定要提
高警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