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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联手防堵水客 一签多行蒙阴影

香港特区政府本周召开跨部门会议，采取多项措施加大打击水客活动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昨日， 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采取

多项措施加大力度打击水客活动的首

日， 证券时报记者在被香港居民描述

为 “内地水客人满为患” 的港铁上水

站进行了实地采访。

上个周末， 数百名新界北区居民

就在这里聚集， 表达了反对水客扰民

的诉求， 有关情况引起了香港特首梁

振英、 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特区政府

多个部门的高度关注。 这一事件， 也

为深圳进一步放开非居民 “一签多

行” 措施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现场直击】

上水站变“上水客站”

“港铁上水站就快成 ‘上水客

站’ 了！ 你看看， 政府刚刚宣布推出

打击北区水客活动的新措施还不到两

天， 现在上水站又能看见一群一群的

‘拖车党’ 了。” 这是昨日证券时报记

者在上水站附近采访时， 一位香港居

民发出的抱怨。

所谓 “水客”， 是指受雇于他人

将走私货物化整为零， 采取一天多次

入境、 每次少量携带的方式， 如 “蚂

蚁搬家” 一样来回穿梭在深港两地各

口岸之间， 赚取带工费的走私人员群

体。 而这位香港市民所说的 “拖车

党”， 实际上就是指用小手拖车来香

港搬运商品的内地水客。

在一家连锁超市工作的

Candy

说： “内地开放居民赴港自由行之

后， 我们这里的生意的确好了很多。

但是问题也跟着出现了， 我平时上

班、 轮休都会遇到内地水客成群结队

地挡在马路上， 甚至搭乘地铁、 巴士

的时候， 也被他们挤得连脚都没地方

放。” 一位带着小孙子的阿婆抱怨说，

她经常见到有的水客一日往返上水好

几个来回， “这些人不但把我们这一

带的商品价格都买贵了， 甚至还把奶

粉、 活络油这些日常用的商品买断货

了， 有时我不得不去挤地铁到香港市

区其他地方给小孙子买奶粉”。

记者昨日上午在港铁上水站彩园

路出口处观察， 这里的水客人流量明

显要比前一段时间少了很多。 不过，

临近下午， 陆陆续续又见到一批批水

客开始在上水站附近活跃起来。 他们

所带的货品可谓是五花八门， 婴儿纸

尿片、 洗发水、 酱油， 甚至连卫生纸

卷也有， 且大都是一捆捆、 一箱箱

的； 时下临近中秋， 香港几大名牌饼

家的月饼也被整箱整箱地搬上了水客

们的小拖车……

记者在港铁入闸口看到， 对于每

个携带大件或数量较多货品尤其是有

手拖车的旅客， 港铁职员都会主动

引导他们排队入闸， 并且逐一量度

他们所携带物品的大小是否符合乘

车规定， 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

埋怨。

就在两三天前， 也就是上个周

末， 为了表达反对内地水客过度出入

境给当地居民生活造成滋扰的诉求，

数百名香港新界北区市民响应网上号

召， 一连两日在上水站发起了所谓

“光复上水” 行动， 他们要求特区政

府正视水客扰民的现象， 还街坊以基

本的生活空间。 有的年长居民还用自

带的长雨伞阻止内地水客入闸， 双方

会不时发生推撞和口角， 香港警方随

即派出数十名警员到场调停。

据当日一名参加活动的香港市民

称， 期间有一个水客被追赶时慌忙之

间丢下了一整箱 “益力多”， 过后又

回头寻找， 还在写有 “还我钓鱼岛”

的保钓爱国游行标语旁， 打出了 “还

我益力多” 的口号。

【

港府应对】

深港两地联手防堵

据悉，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获悉

新界北区居民发起 “光复上水” 行

动后， 曾于当日在上水站一带视

察， 并表示会向内地反映有关现

象， 指示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就此研

究对策。

时隔不到两日， 特区政府于本

周二召开了跨部门会议， 决定采取

多项措施加大打击水客活动的力

度， 以维护北区居民日常生活。 香

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会后公布

的措施内容包括： 香港警方将加强

对水客引起阻碍交通和扰民行为的

执法； 香港海关将增派人手到各个

口岸； 香港海关会加派便衣人员收

集情报； 香港入境处将全力巡查新

界北区一带， 核实参与水客活动人

士的身份， 如果证实是持双程证人

士将会被提出检控， 并知会内地注

销他们的赴港签注； 香港入境处不

排除会拒绝怀疑是水客的旅客入

境； 香港地政总署和消防处会加强

巡查上水区的工业大厦， 打击分发

水货的活动。 另外， 港铁也宣布会

增加人手， 严禁乘客携带超出规定

的行李入闸。

连接深圳皇岗口岸的香港入境

处落马洲管制站的工作人员向记

者透露， 之前原定于暑假后开通

的内地旅客 “

e

通道”， 目前无限

期延缓投入使用。 记者在经福田

口岸过关时发现， 香港方面只开

通了四五条 “

e

通道” 供内地旅客

自助过关， 另有近

20

条通道处于

停用状态。

深圳海关有关负责人此前曾宣

布， 深圳、 香港两地海关高层近日

举行会晤， 商讨进一步联合开展整

治水客走私的专项行动。 双方决定

成立专项行动联合指挥组， 通过加

强监控、 情报交流、 现场通报、 口

岸现场秩序治理等执法互助， 加强

对水客走私和小汽车走私违法活动

的打击力度。

深圳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深圳方面已经留意和掌握了内地水

客频繁活动的线索， 正在加紧严

查， 尤其将加强对一些热门货品走

私活动的监管。 据悉， 随着新一代

苹果

iPhone5

即将登陆香港市场，

深港两地海关已经加强了对此类高

档电子产品走私活动的打击。 记者

在采访期间于福田口岸见到这样一

幕： 一名内地旅客在被海关人员抽

查后， “主动” 交出了两部

i－

Phone4s

， 但拒绝接受海关的进一

步检查， 并声言 “我已经交了两部

iPhone4s

， 你们不用那么较真吧”。

最终，

4

名海关人员不得不对其采

取强制检查措施。

【后续影响】

“一签多行”蒙上阴影

“我们对于水客的滋扰不胜其

烦， 如果深圳再对非户籍居民开放

‘一签多行’ 的话， 上水可能会不

堪重负了。” 港铁上水站的一名女

职员如是说。

本月初，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

田北俊曾就深圳拟对非户籍居民开

放 “一签多行” 提出异议， 提出应

暂缓放行。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

从深圳户籍居民可以申请一签多行

来港后， 由此衍生出许多问题， 水

客就是一个 “怪胎”。 他认为， 个

别内地旅客参与到跨境代购做水

客， 实际上与非法劳工没有区别。

半个月过去了， 如今再次获选

为香港立法会议员的田北俊， 日前

致信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 公开

提出， 希望当局认真处理水客的问

题。 他建议港府和内地相关部门进

行商讨， 将目前实行的内地户籍居

民 “一签多行” 措施下旅客可以一

日无限次出入境的规定， 改为 “一日

一行”。 他同时建议， 深港两地管理

部门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例如： 充

公水客的货物， 禁止他们在半年内再

次入境等， 以此起到阻吓作用。

但也有香港市民对于 “一签多

行” 和内地水客现象有不同的看法。

在中环金融区工作的中产白领人士阿

Mark

表示， 中央政府扩大内地居民

自由行为香港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

如果收紧自由行乃至深圳户籍居民

“一签多行” 政策， 估计很多港人又

要面对失业率高企、 经济增长放缓甚

至下滑的问题了。 “那些阿公阿婆现

在抱怨水客扰民， 但是如果内地朋友

减少了来港消费， 那他们的孩子们就

可能赋闲在家， 那时他们可能就更烦

恼了。” 阿

Mark

说。

实际上， 在港府实行严打水客多

项措施的首日， 已经能够见到内地水

客活动有明显收敛。 阿

Mark

认为，

除了香港和内地政府层面加强沟通协

调外， 同胞之间也要多一些包容和谅

解， “香港市民不要对内地旅客的一

些行为看不惯就有诸多指责， 内地旅

客也应当尊重香港本地的法律法规和

民俗， 大家应当和谐共处。”

深圳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800

家企业将强制减排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获悉， 深圳市将于明

年初正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初步选定

800

家企业进行碳排放核查工作。 据悉， 深圳排

放权交易所目前已完成增资， 注册资本达

3

亿元， 成为全国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的碳排放

权交易所。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德林昨日在深圳

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 目前纳入强制减排的

800

家企业涉及

26

个行业， 其中， 电力行业的全部企业以

及年度碳排放量两万吨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

全部纳入。

800

家企业碳排放核查工作将在

未来三个月内分期分批完成， 目标是在明年

初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2005

年 《京都议定书》 正式生效后，

碳交易市场在发达国家渐趋成熟， 参与国范

围不断扩展， 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 吴德

林表示， 深圳将争取在今年底前完成碳交易

市场的建设，

2013

年初开始碳交易， 其后，

将不断扩大强制减排企业的范围， 不断丰富

交易的品种和不断拓宽交易涵盖的区域， 到

2015

年初步建成具有兼容性、 开放性和示

范效应的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 最终构建具

备中国特色、 辐射影响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

体系。

2009

年

11

月，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决定到

202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

。 国家发

改委则在去年

10

月印发 《关于开展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正式启动了我国

的碳交易试点工作，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

市、 重庆市、 湖北省、 广东省及深圳市成为

国家碳交易试点省市。

吴德林表示， 为创造一个交易活跃的碳

交易市场， 使强制减排企业的碳排放量占全

市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达到

50%

左右的起始

点， 与其他城市相比较， 深圳需要将较多数

量的企业纳入碳交易体系。 初步选定的

800

家企业总计碳排放量占深圳

2010

年碳排放

总量的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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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两两的水客聚集在一起分发货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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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 “拖车党” 的内地旅客。 图

3

： 暂缓投入使用的 “

e

道”。 图

4

： 满载归来的内地旅客正在排队等候过关。 吕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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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钱涌入迹象明显

香港楼市火上浇油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上周美联储推出第三轮无限期量化宽松

（

QE3

）， 大量热钱去向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此前， 人们还在忧虑热钱离港， 最近则来

了一个

360

度转向———当前香港市场上关

注最多的是热钱会不会进一步推高香港的

资产价格。 随着近期港汇走强， 热钱涌入

迹象明显。 但是， 有市场人士也认为， 美

国量化宽松政策效力渐减， 而新兴市场的

吸引力也大不如前， 预计资金不会大幅度

涌入新兴市场。

受

QE3

推动， 过去几天， 香港二手房

市场成交量大幅攀升。 利嘉阁地产集团的数

据显示， 上周末， 其追踪的香港

10

个主要

住宅区二手房成交量较此前一周增加了

11%

。 中原地产的数据则显示， 二手房成交

量较此前一周增加了

3.2%

。

利嘉阁地产总裁廖伟强表示，

QE3

背景

下的长期低利率环境是香港楼市升温的主导

因素。 他说， 香港金管局最新公布的收紧物

业按揭贷款措施仅会起到略微抑制楼市人气

的作用， 但人们仍然渴望通过购买不动产来

对冲流动性充裕引发的通货膨胀风险。 预计

第三季度香港房价将上涨

3%～5%

。 澳新银

行高级经济学家

Raymond

也认为， 香港房

价可能进一步上涨， 因刚性需求依然强劲。

他指出， 由于缺乏更好的投资工具， 购买房

产仍将是许多投资者的明智选择。 今年至今

香港的平均房价已上涨了

13%

。 而在

2010

年， 充裕的流动性及持续的低利率环境导致

香港房价飙升了

24%

。

2011

年全年香港房

价涨幅也达到

11%

。

近期港元兑美元汇价持续走强， 上周港

元兑美元升至

7.7516

的高位， 近日更一度

升至

7.7511

， 接近两年来的高点， 港股也连

续上涨， 热钱流入迹象明显。 时富资产管理

联席董事姚浩然表示， 在港汇转强， 新资金

流入市场的背景下， 港股还将维持升势。

但是， 也市场人士预计， 美国量化宽松

效果递减， 虽然美联储强调无限量、 无限期

推出量化宽松， 但有投行分析认为， 美联储

实际上不可能无限印钞， 否则美元有崩盘危

机， 预计此轮量化宽松规模约

1.5

万亿美

元， 与第一轮量化宽松相仿， 预计刺激股市

的作用也可能比第二轮量化宽松要小。 美国

在

2008

年

11

月与

2009

年

9

月分别推出两

轮量化宽松后， 港股分别急升一倍和两成，

可见效果递减； 此外， 新兴市场吸引力也不

如前， 包括中国以及印度等国经济增长均减

缓， 未必会吸引大量热钱流入。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措施包括

：

香港警方将加强对

水客引起阻碍交通和扰民行为的执法

；

香港海关将增派

人手到各个口岸

；

香港海关会加派便衣人员收集情报

；

香港入境处将全力巡查新界北区一带

，

核实参与水客活

动人士的身份

，

如果证实是持双程证人士将会被提出检

控

，

并知会内地注销他们的赴港签注

；

香港入境处不排

除会拒绝怀疑是水客的旅客入境

；

香港地政总署和消防

处会加强巡查上水区的工业大厦

，

打击分发水货的活动

。

另外

，

港铁也宣布会增加人手

，

严禁乘客携带超出规定

的行李入闸

。

相关新闻

Relative News

水客产业链揭秘：

网点遍布各大城市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据海关总署资料， 今年

1～8

月，

深圳海关共开展六次专项整理 “水

客” 走私团伙行动， 打掉 “水客” 团

伙

31

个， 查获各类电子产品、 红酒、

轮胎、 海鲜等物品案值逾

13

亿元，

在旅检渠道共查获走私案件

9580

宗，

案值

4.73

亿元。 究竟水客走私是如

何运作的？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深

港两地高压严打的情况下继续铤而

走险？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深港跨境水客走私活动由来已久， 很

多出货量大的商户在内地都有着相当

广阔的物流和销售网络。 一位参与水

客活动的香港电器商阿威 （化名） 告

诉记者， 如果以他的 “生意” 规模而

论还算不上是 “大户”， 但他有很多

内地的亲戚朋友都在这条产业链上，

物流和销售网点遍布内地各大城市，

一般采取的是 “集中收发货， 分散进

出境” 的方式往内地送货。

为了不被查、 不压货， 商家会先

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分销点收集需要货

品的确切数量报给香港这边， 按照这

个数量从海外渠道将货品进口到香

港， 再由深圳的多名水客分期分批带

回内地， 有时也会找内地的港人带。

每人带货数量不同， 有的两三件， 有

的数十件。 内地那边会有专门的人在

指定的地点和这些水客接头收货， 收

货人收齐货物后， 就会向全国各销售

点发货。 据阿威介绍， 这些销售网点

通常有正规的营业执照， 交易对象多

为熟客或者由熟客介绍的买家， 也有

发给网店代购的。 “最近口岸查得

紧， 我们那边的人也不敢在关口附近

收货了。” 阿威说。

阿威告诉记者， 水客分为好几

类， 最常见的是他们这种雇人带货的

方式， “高端” 一点的则是用深港两

地车牌的私家车带货。 “一般这些私

家车会以公干为由， 每周多次往返深

港两地， 所以， 估计他们的带货量可

能要比我们多好多。” 据其透露， 雇

佣水客带货有的是以家族模式运作

的。 “比如那些带奶粉、 药品或者其

他日用品的就是用这种模式。 他们通

常是以家庭经营士多店、 小卖铺为

生， 带过去的日用品大多是自家摆

卖， 有时也帮别的小店带货。”

这一说法很快得到验证。 记者乘

坐从福田口岸到农批市场的公交车，

同时上车的就有多个中老年人， 他们

有的拖着小拖车， 有的挎着大挎包，

无一例外地都是装得满满的 “港货”。

到深圳梅林一村附近下车后， 记者看

到这里一些农民房聚集的街道内， 经

常会有士多店写有类似 “有港货出

售” 的字样， 有的店干脆就写明是

“港货店”。

记者与一家写有港货出售的小店

老板攀谈， 他表示， 港货在这里很好

卖， “因为大家都相信国外品牌的

商品， 认为质量有保证。 这几年什

么苏丹红、 瘦肉精、 三聚氰胺奶粉、

地沟油、 毒豆芽、 染色馒头等等搞

得大家都怕了。 不说别的， 就算是

手纸卷顾客也要到我这里买 ‘港版’

的， 他们说港版的货真价实， 比内地

版的质量好”。

当然， 水客走私的原因不仅仅

是港货质量好。 香港和内地市场之

间存在的高价差也是水客铤而走险

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位曾经向水客购买过苹果

i－

Phone

的王小姐向记者讲述了她购买

港版 “水货” 的经历。 以苹果的

i－

Phone 4

为例， 其推出之初， 内地和

香港的同款产 品 价 格 相 差 多 达

1000 ～2000

元人民币 。 “一 部

i－

Phone

， 就有大约

30%

的差价！” 王

小姐说。 不过， 内地有电信服务商

此后推出了 “捆绑式” 销售

iPhone

的手法， 间接对走私

iPhone

的活动

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是这

种捆绑式销售的

iPhone

手机通话质

量及相关服务跟不上， 又在技术上

做了设置， 不允许用户带机 ‘越域’

过网 ， 所以， 等到香港开始卖

i－

Phone5

的时候， 我可能还会去水客

店买。” 王小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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