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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門聯手打擊海上走私

東涌搜獲 39 艘改裝快艇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
道：海關聯同警方和地政總署在過
去一周於大嶼山多個走私黑點展開
聯合行動，重點打擊海上走私活
動，行動中共發現 39 艘非法改裝
快艇和 8 個全新舷外機，市值約
1300 萬元，相信有人非法佔用政府
土地作改裝維修工場，全部快艇已
被地政總署充公，暫時無人被捕。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第 2 組指揮官李艷
萍表示，走私集團一直利用大嶼山進行走私活動，為
逃避執法人員的調查，會利用大嶼山海岸線較為偏僻
的地方擺放走私快艇，甚至用作維修和改裝的工場。
調查發現多處工場屬於政府土地，快艇實質非法佔用
政府土地資源，涉嫌觸犯香港法例 28 章《土地(雜項
條文)條例》。

牛凹村佔用官地作改裝工場
李艷萍續指出，海關聯同警方和地政總署在過去一
周展開聯合行動，在東涌牛凹村檢獲 39 艘快艇和 8 部
全新的舷外機，市值約 1300 萬元。近半數快艇配備
兩個或以上的大馬力舷外機，大部分沒領有牌照，從
未在海事處登記，屬近期常見走私用的高速快艇。海
關會再作進一步調查有關涉案快艇的實際用途，是否
與走私活動有關。
水警西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劉家業表示，水警

▲行動中發現 39 艘非法改裝快艇。記者 區天海攝
◀左起：袁仕俊、李艷萍和劉家業講述行動經過。
港外警區在 9 月 28 日開始進行一連串反走私及海上安
全行動，聯同陸上警區、海關、海事處、食環署、地
政總署和飛行服務隊進行。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在多處
目標地點作高空巡查協助情報蒐集，除在紅樹林中發
現改裝大馬力走私快艇匿藏外，亦確認牛凹村為一個
地點相當隱蔽的維修和改裝快艇的工場，相信走私集
團在執法部門連番打擊下，不排除將快艇從陸路運來
匿藏及維修。
地政總署離島地政處總地政主任袁仕俊表示，在前
日行動中涉嫌佔用政府土地的快艇，署方已貼上通

知，要求佔用人在昨日停止佔用政府土地，否則將充
公該批快艇和舷外機，不會歸還，並會根據相關法例
處置相關財物。

今年 9 個月檢 7.3 億元私貨
海關表示，會引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追查
幕後主腦，充公犯罪得益，打擊其資金來源。海關今
年截至 9 月共偵破 61 宗海上走私案，檢獲市值 7.3 億
元的貨物，以案件宗數及物品市值計，數字較去年同
期分別上升二成和 1 倍。

專家指暫不宜放寬戲院飲食限制
【香港
商報訊】
記者李銘
欣報道：
本港疫情持續緩和，昨日踏入連續第 50 天本地零確
診，新增 6 宗輸入個案，累計 12243 宗。初步確診少
於 10 宗。另外，香港戲院商會要求政府容許觀眾在戲
院內飲食，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良認

為，戲院座位距離、鮮風量等客觀條件無法達到餐飲
處所水平，暫不宜放寬戲院飲食限制。

昨增 6 宗輸入確診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新增 6 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
來自烏克蘭、印尼、巴基斯坦及俄羅斯。其中，27 及
29 歲男船員 10 月 4 日由烏克蘭抵港，兩人未接種疫苗
並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10 月 4 日由巴基斯坦乘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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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抵港的 49 歲和 34 歲男子，前者抵港時已有病
徵，帶 L452R 變種病毒，後者未確定是否帶變種病
毒，兩人都已在當地接種 2 劑科興疫苗。一名 50 歲男
子是機組人員，9 月 30 日由俄羅斯抵港，未確定是否
帶變種病毒，已在當地接種疫苗。
最後一名患者是 43 歲印傭，9 月 4 日抵港時呈陰
性，在酒店檢疫期間檢測全部陰性，9 月 25 日到僱
主提供居所杏花第 37 座。她於 10 月 3 日自行檢測
結果呈不確定，隨即被送往醫院。她於院內 2 次
檢測，1 次陽 1 次陰，由於驗出對抗體則呈陽
性，當局認為與復陽個案合。她在印尼接種
了 2 劑科興疫苗。她曾於 10 月 1 日及 3 日到訪維
園，為審慎起見，當局將她於潛伏期在港曾居
住和到訪的地點強檢。
何良指出，本港現時有約 450 萬人已接種最少 1
劑新冠疫苗，其中工作人口的接種比例較高，建議
政府可考慮在 18 類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劃一要求
員工及顧客必須接種疫苗，才有條件進一步放寬處
所防疫措施，令內地對與本港恢復通關更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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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為更直
接聽取香港基層和各界市民呼聲，香港中聯
辦在國慶期間持續開展 「落區聆聽 同心同
行」活動。10 月 4 日，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
先後走訪了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和香港演藝學
院，聽取青年藝術工作者心聲。中聯辦副主
任何靖於同日來到香港海員工會會所，聆聽
逾 20 名工會代表和基層工友的心聲並進行交
流。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10 月 5 日下午來到
正在建設中的將軍澳海水化淡廠，了解項目
建設情況，看望慰問一線工友，並與他們促
膝交談，聆聽意見建議。

轉達青年藝術工作者期待

當日，在香港天籟敦煌樂團的交流和香港
演藝學院的座談會上，現場發言踴躍。與會
者談到，香港文化藝術從業人員達 21 萬人，
疫情影響下好多藝術活動和演出被逼取消，
各種資助又大都以民生為先，演藝界所得杯
水車薪，許多樂團都 「沒工開」。而且，在
香港青少年音樂教育還是以西樂為主，推廣
中樂的土壤不夠。儘管碰到困難很多，樂團
成員沒有灰心。而參加座談的師生都關心和
內地的交流，希望今後可以前往大灣區交流
發展。
聽完大家的發言，盧新寧稱深受感染。盧
新寧表示，中聯辦會全力牽線搭橋，也會向
特區政府轉達有關訴求和期待。盧新寧表
示，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年輕人成長，國家
「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正迎來發展文化藝術的
好時機，只要各位青年朋友練好內功，抓住
機遇，在藝術的道路上就一定大有可為。

共同把打工仔煩惱處理好
在工聯會舉辦的 「穩經濟 促就業」工會
代表座談會上，來自飲食、服務、運輸、製造、建
造、旅遊、航空等不同行業的工會代表和基層工友踴
躍發言，反映問題，提出訴求。包括建議特區政府增
加臨時職位、提供更多失業支援、取消強積金對沖、
提高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上限金額等。大家希望特區政
府進一步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加緊與內地防疫標準對
接，爭取早日與內地恢復通關，令不同行業工人的壓
力得以緩解。
何靖在總結發言時說，民生無小事，就業更是每個
打工仔、每個家庭都關心的大事，中央和特區政府也
十分關心關注。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使
香港撥亂反正，由亂及治，相信特區政府可以更好地集
中精力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今後要建立更多溝通的交流
渠道，形成長效機制，大家共同把打工仔的煩心事處理
好。最後，何靖勉勵工聯會繼續積極為勞工基層謀福
祉、爭權益，做好打工仔的 「
知心人」 「
貼心人」。
在將軍澳，譚鐵牛頂烈日走進工地，聽取了項目
承建方中建香港負責人的有關情況介紹，並參觀智慧
工地項目。交流中，工友們提到，受疫情影響，有些
工種考牌照的排期時間較長，希望政府盡快改善；到
公立醫院看病，很難排上號，建議增加醫療資源，縮
短病人等待時間……工友們暢所欲言，反映問題，建
言獻策。
譚鐵牛表示，早日通關是大家的共同心願，兩地相
關部門以及專家正在就此加緊溝通協商，大家要遵守
政府防疫要求，打好疫苗，搞好防護，齊心協力做好
當下防疫工作。譚鐵牛誇讚建築工人是香港 「實實在
在的建設者」，向一線工友及其家人致以誠摯的慰
問。譚鐵牛說，中聯辦不僅重視社會各界代表人士意
見，更重視直接聽取基層呼聲，以後會持續聽取一線
工友的心聲，認真研究並反饋給相關部門。

民建聯倡改善選舉點票安排
【香港商報訊】記者
萬家成報道：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周浩鼎、柯創
盛及葛珮帆昨日和一眾
民建聯社區主任約見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
國，就較早前選舉委
員會選舉點票安排的改
善進行探討。局方承諾
90 天內完成檢討報告，
期望 12 月立法會選舉能
避免過去發生的問題。

欢迎订阅2022年度香港商报

3240元港币（香港地区）
1440元人民币（广东省内）

加強培訓人員
縮短投票時間

00852-25905385

左起：葛珮帆、周浩鼎及柯創盛提多項建議完善選舉點票安排。 記者 馮俊文攝

周浩鼎會後透露，民
建聯向局方反映了是次選委會選舉點票過程中出現
的問題。他們認為當晚的工作人員培訓不足，未能
有效處理點票進程，人員欠缺有效綵排演練，是間
接導致當天點票過程出現嚴重延誤的主因。
葛珮帆表示，當晚點票過程中欠缺人性化，大家
在不知道何時會有結果的情況下，現場無食物和
水提供；其次是有些已完成點票的界別就應該先
公布結果，不用等其他界別。民建聯亦建議縮短
投票時間，晚上可早點結束，但維持原本清早開
始投票的時間，方便上早班的人士上班前來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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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新寧譚鐵牛何靖落區聽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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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建議，將來選舉票站應予以足夠標示向公
眾廣播，若有票站出現任何重大問題或大排長龍等
情況，可馬上通過網上或廣播渠道及時通知公眾。

局方承諾研究建議提高效率
周浩鼎形容局方反應非常正面，並承諾會認真研
究他們的建議。他說局方表明已內部成立小組，檢
視今次選舉運作安排，會特別重提高效率及增強
人性化這兩個大方向，承諾 90 天內完成整個選舉委
員會運作的檢討報告，期望 12 月的立法會選舉避免
過去發生的問題。

西九大型藝術裝置昨提早結束
好礼1
好礼2

2021年10月份订阅2022年全年《香港商报》，可享受 八折 优惠。

香港商报官网

订一份2022年全年《香港商报》，可获赠 高档高尔夫雨伞一把 。
香港商报微信订报

好礼3

深圳地区订户手机下载注册「抱报团」购物商城，可获赠积分
和现金券，可参加订报抽奖活动。
注：以上活动仅限深圳地区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由於天文台預
計未來數日香港會受強風吹襲，旅發局宣布，位於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的 「
Friends With You」大型藝
術裝置，提前於昨晚結束活動和及早拆卸。不過，
香港太空館的巨型 「微笑菠蘿包」將延長展出至 10
月 31 日，市民可把握時間 「
打卡」。

因預計未來數日受強風吹襲
香港商报读者俱乐部

旅發局今日起推出可以隨時隨地參與的虛擬版

「
Friends With You」角色。市民只需要利用手機掃
一掃趣味二維碼(QR code)，即可透過 AR 技術，在
手機與 「
Friends With You」的 Little Cloud 和 Rainbow 見面，並與他們互動自拍。
在天氣好轉後，市民亦可以繼續親身到訪西九文
化區藝術公園、戲曲中心、油麻地天后廟、油麻地
果欄、廟街夜市及尖沙咀星光大道，以手機掃描景
點展示的二維碼，與 「
Friends With You」角色齊齊
深度遊覽西九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