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日擠滿水貨客的上水港鐵
站外，昨日人流疏落，整個早上
都未見有大量帶貨的乘客出現，
在入閘前攜帶大件行李過磅的人
數也顯著減少，帶貨乘客排隊過
磅情況消失，乘客進出港鐵站的
秩序良好，沒有大量手拉車橫衝
直撞的驚險情況。

新實施的《2013年進出口（
一般）（修訂）規例》，禁止任
何人從香港輸出供36個月以下嬰
幼兒食用的配方奶粉，除非該人
獲發出口許可證。但為照顧幼兒
需要，每名年滿16歲人士可在24
小時內攜帶1.8公斤嬰幼兒奶粉出
境，即相當於兩罐奶粉，攜帶超
額嬰幼兒奶粉離境，即屬違法。

港女攜15罐奶粉闖關
為配合新規例，海關加強在

邊境管制站的執法工作。海關助
理關長（邊境及港口）俞官興昨
日到落馬洲支線視察關員執法工
作後表示，新例實施首天截至下
午2時，共截獲10宗違例個案，涉
及8名香港人及2名內地人，全部
不涉及小童，共檢獲53罐奶粉。

被捕人士中，1名香港女子攜
帶15罐奶粉出境，涉嫌超額攜帶
奶粉離境。1名香港男子在24小時
內離港兩次，在第2次出境時被捕

，俞官興稱，根據新規定，在24
小時離港兩次，帶奶粉離境的限
額已在第1次出境時使用，所以在
第2次出境時不可再帶任何奶粉。
海關在過去一星期，並截獲4宗利
用小型汽車走私奶粉的個案。

他表示，海關由昨日起在9個
邊境管制站包括羅湖、落馬洲、
落馬洲支線、深圳灣等，增派200
名關員，加強在口岸離境大堂及
汽車離境車道的前線執法能力，
其中96人是退休關員。他稱由於
執法新規定有迫切性，為調派人
員，須聘請一些離職退休不久的
人員，擁有超過30年執法經驗，
以半年非公務員合約聘用。

就有報道指，奶粉商新推出
紙包奶粉方便顧客攜帶過境，俞
官興稱，海關已搜集不同品牌的
奶粉和有關包裝的資料，海關並
已在9個口岸增設共14部 「X光機
」，在人流較多的口岸例如羅湖
、皇崗及落馬洲支線，各設置兩
部 「X光機」，識別行李中的紙
包或罐裝奶粉，大大提升通關速
度和準確性。

可被罰款50萬囚2年
俞官興稱，手拖大型行李的

人士，會被要求先通過X光機檢
查，對於形跡可疑的人士，海關

人員會根據專業判斷，要求他們
先到檢查房內，打開所有行李作
全面搜查。

他表示，海關會以 「風險為
本」作搜查原則，包括以關員專
業經驗及各部門通力合作所掌握
的情報，不存在執法漏洞。海關
人員在兩日前已大規模宣傳，包
括在口岸張貼海報及橫額，並在

上水及粉嶺的藥房派發傳單，提
醒已實行新出口限制。

他稱違規超額帶奶粉人士，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萬元
及監禁2年，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
法。他並呼籲市民和離境人士在
過關時與海關人員合作，配合海
關的執法工作，以免引起過關延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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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200人手執行奶粉限制令

海關嚴查水客
首日拘首日拘1010人人

中英街奶粉價急跌近兩成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一日

電】限帶奶粉出境的新條例生效
，令內地客赴港搶購奶粉的現象
明顯減少。受此影響，羅湖口岸
、福田口岸等多個口岸今日過關
人流相比前幾日出現一萬人次左
右的降幅。

兩口岸少萬人過關
受限帶奶粉出境影響最大的

是水客及內地奶粉代購店。記者
今日查詢水客網絡招聘群，此前
註明攜帶奶粉水貨的水客招聘訊
息已絕跡，出現了收購奶粉的廣
告，有奶粉的人可留下聯繫方式。

在福田口岸、羅湖口岸香港
管制站，均設有多個提示牌，每
名年滿16歲的人在24小時內隨身
攜帶行李的奶粉不可超過1.8公
斤，香港海關亦加強檢查出境人
士攜帶奶粉過關的數量。據深圳
邊檢總站透露，相比近幾日，這
兩個口岸今日的通關人數減少了
約一萬人次。

在奶粉限帶令實施前夕，不
少內地民眾去中英街背奶粉。今
天上午，中英街的受訪商舖稱，
從今天起，都將香港新規提醒買
家，限帶不超過2罐奶粉，此前大
批拖運奶粉的水客已不見蹤影。

據這名商家稱，新條例有可
能降低中英街商舖奶粉的銷售量
，同時亦會增加商舖銷售奶粉的
成本，料港版奶粉價格會出現一
定程度的下跌。目前在中英街，
美贊臣的價格已回落至300港元1
罐，此前一度被水客及代購店炒
至370元港元，跌幅達19%。

不少深圳市民已習慣赴港買
奶粉作為嬰兒的口糧。面對限帶
新規，深圳人各有辦法。有深圳
市民受訪稱，新規影響不大，今
後為購買港版奶粉會增加赴港的
頻率，或者讓朋友家人幫助購買
攜帶奶粉，足以滿足寶寶的需求。

政府規限旅客只可攜帶兩罐嬰幼兒奶粉出境的新例昨
日生效，海關在9個邊境管制站調派200名人員及裝設共
14部 「X光機」 ，加強堵截超額帶奶粉過關情況，首天截
獲10宗違例個案，10人包括8名港人及2名內地人被捕，
共檢獲53罐奶粉，最多一宗是1人帶15罐奶粉過關。海關
表示會加強情報搜集，與深圳海關加強聯繫協調，警方及
入境處亦會支援在境內執法。

本報記者 李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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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烚烚昨日拍烏蠅

特犒

李先生：
政府限帶奶粉出境措

施對港人肯定是好事，
但措施成效可以維持幾
耐？如果將來水貨活動
轉為其他產品，政府又
有何政策？政府應重點
加強對市民的宣傳及教
育，例如向市民解釋每
款奶粉都差不多，不必
盲目追求某牌子奶粉。

市民點睇

陳先生：
政府做法妥當

，可以穩定奶粉供
應。短期措施已見
成效，市面奶粉供
應可望回復至合理
水平。從奶粉事件
睇得出，香港背靠
祖國，必須與內地
有良好協商，問題
自然解決。

趙先生：
水貨活動屬生意

的一種形式，內地有
求，香港自然有供，
政府不應 「一刀切」
壓抑水貨活動，破壞
香港自由貿易市場聲
譽。建議可參考外地
做法，設立物流中心
，集中處理出境貨物
買賣。

政府
昨日正式
實施限攜
奶粉措施

，上水有藥房職員表示，措施生
效令顧客人流大幅減少，現時奶
粉存貨充足，相信有足夠貨源滿
足港人需要。跟前日水貨客瘋狂
掃貨相比，上水藥房昨日可以說
是靜到拍烏蠅。

本報記者昨日到上水港鐵站
一帶實地了解政府限帶奶粉措施
後情況，一名兼職帶水貨的中年
男子稱，政府新措施雖然令他由
過往每日可以 「走兩轉」帶貨，
變成只能 「走一轉」，但也有助
減少內地人來港與他 「爭飯碗」
，所以他歡迎新措施實行。他稱
內地水貨客通常每次最少帶30多
罐奶粉過關，但昨日已不見他們
蹤影。

上水港鐵站附近一間藥房的
職員陳先生說，前日即新措施實
施前夕，有大批人來掃貨買奶粉

，但昨日幾乎絕跡，內地客也沒
有出現。該店現時每款奶粉存貨
約有百多罐，貨源充足，足夠供
本地居民購買。他稱昨日是新措
施實行首天，影響未浮現，擔心
奶粉銷情將會每況愈下，暫時抱
觀望態度，維持每罐平均280元
的售價。

另一間藥房的東主彭先生表
示，新措施實施後奶粉生意銳減
，整個上午完全無人來買奶粉，
全日只賣出數十罐奶粉，銷情慘
淡。由於大量奶粉存貨已於前日
賣出，昨日店內各款奶粉只剩餘
數罐，有些牌子更已經缺貨，但
由於預料奶粉銷情將會慘淡一段
時間，所以每罐平均售價維持
280元水平，也不敢向供應商大
手入貨。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
國表示，現時北區大手入貨的顧
客已經很少，藥房均有適量的奶
粉存量，相信不會再出現市民買
不到奶粉的情況。

本報記者 李兆德

▲藥房東主彭先生
透露生意急跌 ▲藥房奶粉無人吼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上水港鐵站已不見水貨客的蹤影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海關增派200名關員在各口岸執法 法新社

▲海關助理關長（邊境及港口）俞官興展示 「X光機」 檢視貨物的
情況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2名內地居民從羅湖口岸出
關後將從香港購買的奶粉裝入
行李袋中 本報記者唐剛強攝

▲▲海關在海關在99個口岸增設個口岸增設1414部部 「「XX光機光機」」 ，，識別識別
出境人士行李中的紙包或罐裝奶粉出境人士行李中的紙包或罐裝奶粉 中通社中通社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
報道：在上水港鐵站附近涉
嫌襲擊南華早報女攝影記者
的兩名男子，被警方拘捕及
調查後，獲准保釋候查，本
月下旬再到警署報到。

遇襲女攝記昨日表示，
遇襲時已多番表明記者身份
，但水貨客自稱不怕警察，
繼續推撞，多人在旁圍觀，
但竟然無人幫忙，她說自己
在香港土生土長，未遇過這
種袖手旁觀的情況。

遇 襲 的 女 攝 記 May
Tse前日早上在上水港鐵站
出口的天橋拍攝水貨客時，
被數名自稱水貨客的男子包
圍及掌摑，攝記的眼鏡飛脫
，眼角受傷，送院治療。警
員到場，將兩名分別50及51
歲的男子，以涉嫌普通襲擊

罪帶走。
May Tse昨日在電台節

目接受訪問稱，事發於前日
下午3時半，期間有人以不
純正的廣東話辱罵她，更有
人掌摑她，她多次表明記者
身份，但仍被人用手推及意
圖拉她的相機。

她說當時很多人圍觀，
但無人伸出援手，她叫同行
的女記者報警，擾攘約5
分鐘後，襲擊者意圖離去
，碰巧警員趕至，拘捕襲
擊者。她對自己遇襲時圍
觀者袖手旁觀的態度感到失
望。

她說鼻樑輕微腫脹，帶
有瘀傷，懷疑是遇襲時眼鏡
壓到鼻骨所致，眼角下方亦
有擦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