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媽咪回應

運輸及房屋局

港鐵由2月4日起
收緊行李重量限制，
由現時32公斤減至23
公斤

行李過磅檢查會
擴展至大埔墟和火炭
港鐵站，令設置地磅
港鐵站增至6個

港鐵會加強車廂
巡查工作

「特檢隊」 人
手由現時39人增至59
人

7.

8.

9.

10.

食物及衛生局

修訂進出口規例
，禁止輸出奶粉，每
名離境成年人每次只
可攜帶2罐奶粉出境
自用，修例建議本月
內提交行政會議討論

政府由2月1日傍
晚6時起設立24小時
熱線 31422288， 協
助有3歲以下嬰兒的
家長，購買7個品牌
的奶粉包括美國雅培
、牛欄牌、美贊臣、
美素佳兒、雀巢、惠
氏、雪印

1.

2.

政
府
十
招

保安局

入境處擴大 「懷疑水貨客監察名單」
，可疑旅客會被拒入境；香港海關與深圳
海關即時通報水貨客運奶粉活動，由深方
採取執法行動

加強情報交流，兩地海關從組織貨源
、散貨、水貨客運送、內地存放及分銷層
面，打擊奶粉水貨供應鏈

加強深港連接口岸旅客檢查，深圳海
關即日起加強對日用品尤其是奶粉的入境
監控，對懷疑帶奶粉入境的旅客，會百分
百檢查行李

推行旅客入境監控系統，記錄旅客當
天及短期入境次數，從而嚴格執行及規限
內地海關對旅客規範自用物品，特別是奶
粉的規定

3.

4.

5.

6.

限帶兩罐不大方便
吳女士(左圖)：放工後到北
角的藥房買奶粉，但都無貨
！我的BB9個月大，食牛欄
牌2號奶粉，而家住在深圳
，內地買奶粉比香港貴幾十
蚊，平時已經習慣在香港買
奶粉，再帶去深圳，新措施
限制每次只可以帶兩罐奶粉
出境，對我可能唔方便，希
望出示香港出世紙後，可以
豁免數量限制啦。我考慮打
政府訂購熱線，預訂奶粉。

會打熱線預訂奶粉
林女士：我的BB半歲大
，食開美贊臣1號奶粉，
但成個北角都買唔到！
唯有主要用母乳餵哺，
BB習慣食人奶後，對奶
粉的需求都變少了。但
因為BB就快戒奶，需要
慢慢適應奶粉，所以對
奶粉的需求又再增加，
每日要食一、兩餐奶粉
。我會考慮通過政府的
熱線訂購奶粉。

數量限制難以治本
蘇女士：我的BB半歲，食開
美贊臣1號奶粉，就快會轉
用2號。之前已估到奶粉供
應緊張，早已經同相熟藥房
「儲定」足夠奶粉，但係我
好多媽咪朋友而家周圍都買
唔到奶粉，政府新推出的訂
購奶粉熱線，可能幫到解決
難買奶粉的問題，但政府限
制帶出境奶粉數量，我覺得
「治標不治本」，因為水客
可以走多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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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城搶購奶粉潮，政府昨日
公布十招，確保足夠奶粉供應香港
BB。十招包括港深兩地執法部門聯
手打擊水貨客運奶粉，加強監控水貨
客行動，港府計劃於本月內完成修例
禁止輸出奶粉，規定每名成年人只可
帶兩罐奶粉出境。政府更破天荒設立
代購奶粉電話熱線，本地嬰幼兒家長
可致電訂購7個主要品牌的奶粉。行
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新措施是確保優
先照顧港人需要。

本報記者 林丹媛

訂購熱線嚴防水客濫用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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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政
府昨日宣布多項重要政策措施，確保本港
的奶粉供應，是貫徹優先照顧港人需要的
施政方針，政府在容易出現短缺問題的環
節上，會秉持這個施政方針。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亦說，希望新措施可令家長無需
四處找奶粉，政府將保持警覺，有需要時
立即啟動跨局跨署的機制。

梁振英昨日在官方網頁發表題為《讓
行動說話》的網誌，重申 「民生無小事，
急香港市民之所急」，是他上任以來一直
秉持的施政方針。他稱為貫徹這方針，他
與他的團隊自上任以來，已經不失時機地
推出針對性措施，回應港人訴求，例如新
設買家印花稅、港人港地、實施雙非孕婦
來港產子零配額政策、向中央建議暫停深
圳非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來港、打擊跨境水
貨客活動等。

他指出，昨日公布確保奶粉供應的措
施，是貫徹優先照顧港人需要的最新例子
，他強調， 「在有需要的時候、在民生受
影響的時候、在某些環節出現短缺的時候
，政府會果斷地推出措施，照顧港人的需
要。」他稱十分感激特區政府各司局及部
門人員的努力和高效，在短時間內醞釀並
推出措施，並感謝中央及內地有關當局特
別是深圳市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上的支
持與配合。

林鄭向深圳市長致謝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大樓會見傳媒

時表示，政府高度關注跨境人流令本港出
現承受力不足的情況，一定優先照顧港人
需要，希望昨日的新措施，能夠令香港的
媽媽毋須再很頻撲地四處購買奶粉。她又
稱已親自致電深圳市市長許勤，感謝深圳
市政府和深圳海關的配合。

她還說，政府非常明白兩地跨境人流
量增加，引起本地居民的焦慮和不安，對
於近期部分人士以比較激烈的言語或行動
表達不滿，她認為沒有這種必要，呼籲公
眾用理性包容的態度，勿傷害兩地居民的
感情，影響兩地居民交往。

優先照顧
港人需要

▲本地嬰幼兒家長可致電熱線訂購7個主要品牌的奶粉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十招保奶粉

【本報訊】奶粉供應不足，令本港媽媽人
心惶惶。政府昨晚起為 「奶粉荒」設立24小時
熱線，本報記者以媽媽身份致電查詢，過程尚
算順利快捷，訂購時需留下姓名、地址及嬰兒
歲數等資料，當記者說是代朋友查詢須注意事
項，接聽人員也保持禮貌，提供所需資料。

本報記者昨晚8時許致電政府代訂奶粉熱
線31422288，響數下便接通，不像 「媽媽會」
熱線，多番撥號均無人接聽，又限服務時間。
接通後，先是電話錄音，之後以廣東話、普通
話與英語，介紹這是政府的特別熱線電話，可
代市民向7個供應商訂購嬰幼兒奶粉，包括美
國雅培、牛欄牌、美贊臣、美素佳兒、雀巢、
惠氏及雪印。不過，錄音介紹強調，有關奶粉
資料、送貨安排及投訴，就說要致電有關供應
商查詢。

當以音頻形式選擇語言後，便有政府熱線
的人員接聽，查問嬰兒歲數、食用奶粉品牌與
型號，並要求記者留下姓名、住宅地址及電話
，說是以便轉介予供應商回覆有關訂購詳情，
但貨源仍要視乎供應量。

接聽人員在整個過程都保持禮貌，當記者
說是代朋友查詢，經熱線訂購奶粉需注意事項
，接聽人員並無表現得不耐煩，但可能因為首
天運作，未完全熟悉安排，本報記者需稍等一
會，等待對方查閱有關資料。

8個政府部門的代表昨午召開聯合記者會
，宣布一籃子新措施（詳見表）。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表示，零售點的奶粉供應緊張，和水貨
客有直接關係，連日來，由政務司司長召開的
跨局跨部門會議，作出一系列決定，重點針對
水貨客運奶粉行為，確保本港奶粉穩定供應。

他稱深港海關已加強打擊力度，昨日起展
開 「深港海關聯手打擊日用品走水貨專項行動
」，監視及通報口岸水貨客活動，加強兩地情
報交流、加強口岸旅客檢查、推行旅客入境監
控系統（詳見A2另稿）。本港入境處自去年9
月制定 「懷疑水貨客監察名單」，截至今年1
月底，約2000人次的懷疑水貨客被拒入境，單
是前日就有約200多人被拒入境。

不擬取消 「一簽多行」
對於有人提出取消 「一簽多行」，黎棟國

稱，一刀切取消一簽多行是 「一竹篙打沉一船
人」，若對其他深圳戶籍居民採取同樣措施，
會窒礙兩地交流，甚至帶來反效果。他強調，
跨部門執法行動會持之以恆，以 「不定時」、
「不定點」及 「源頭堵截」策略打擊水貨客。

在奶粉供應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稱，針對有父母投訴奶粉供應商的訂購熱線
經常無人接聽，在市面買奶粉困難，政府首次
起開設一條24小時訂購奶粉特別熱線，並由昨
日傍晚6時開始運作，供3歲以下嬰兒的本地家
長訂購奶粉。

為打擊水貨客將大批奶粉從供應鏈中帶走
，政府決定修訂《進出口（一般）規例》，規
定除非獲當局發出許可證，否則禁止從本港輸
出奶粉。高永文稱，當局會在短期內諮詢業界
，草擬細節後，本月內把有關修訂規例的建議
提交行政會議考慮，相信最快可在本月實施。

港鐵行李限重23公斤
他稱要用修例來限制奶粉出境，是迫不得

已的方法。考慮到本港家長在離境時可能有自
用需要，初步建議在條例實施後，每名成年人
可帶走淨重不超過1.8公斤奶粉，如以一般罐
裝淨重0.9公斤計算，每人可帶兩罐奶粉離境
，兒童則不可帶奶粉離境，具體年齡限制要待
修例時才訂明。

海關關長張雲正承認，限制奶粉出境新措
施實行初期，在出境高峰期時，旅客過關所需
時間可能會較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稱，會與港鐵採
取多項新措施配合打擊水貨活動。由下周一起
，港鐵收緊東鐵線乘客行李重量限制，由現時
32公斤降至23公斤，試行三個月，大埔墟站和
火炭站同時加設行李重量的檢查。

出境限2罐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政府
破天荒設立的代訂奶粉電話熱線，5萬
個3歲以下嬰幼兒的本地父母，由昨日
起的3日內致電落單，可於農曆新年前
取得奶粉，確保BB有奶粉食。為防電
話熱線被濫用，淪為水貨客訂貨熱線，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訂購家
長需提供個人資料，有需要時要提供嬰
幼兒的出世紙號碼。

農曆新年前送貨
政 府 新 設 立 的 特 別 熱 線 「

3142-2288」，由昨日傍晚6時開始，
每日24小時運作，3歲以下嬰兒的本地
父母，可致電熱線訂購7個指定奶粉牌
子，包括美國雅培、牛欄牌、美素佳兒
、美贊臣、雀巢能恩、雪印、惠氏金裝
，7個品牌的奶粉共佔市場95%銷售額
。熱線電話由政府效率促進組人員接聽
，並把訂貨要求轉介至相關供應商。

為防熱線被濫用，高永文說，接線
生會向致電的家長查詢訂購的奶粉牌子
及數量，或是否 「媽媽會」的會員，家
長需提供基本資料例如聯絡電話等，供
應商會有一套特別程序核實身份，必要
時家長或需提供嬰兒出世紙號碼。

訂單資料會於當日傳至供應商。供
應商於2個工作天內，確認會員身份，
通知送貨及付款安排，並在農曆新年前
送貨。高永文稱，7個奶粉商已承諾，
所有在本周五、六、日通過特別熱線訂
購奶粉的家長，均可於農曆新年前獲得
奶粉供應，奶粉價錢會按奶粉供應商的
售價而定。

200人接聽熱線
效率促進組助理專員郁惠豐稱，已

安排200人應付特別熱線的查詢，若其
中100人投入服務，估計1小時可處理
6000個電話，有信心能在假期前處理本

港5萬個嬰兒母親的訂單。
高永文承認，水貨活動不屬違法，

政府亦不應過分介入商業活動，但市場
上的奶粉供應鏈已經失效，政府迫不得
已下，才決定以最低程度介入事件。他

強調，代訂奶粉熱線電話只是短期措施
，由於禁止大批奶粉出境的修例草擬需
時，熱線電話可提供安全網，當市場上
奶粉供應穩定，致電的人數減少時，便
將停用特別熱線。

▼▼政府就跨部門打擊水貨活政府就跨部門打擊水貨活
動及確保奶粉供應舉行記者動及確保奶粉供應舉行記者
會會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食衛局局長高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