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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走私大飛蹤杳 警嚴打初見效
知情人士憂供求續失衡 若鬆懈元旦恐再爆走私潮

直擊 報道

● 多艘被警方充公的走私
船隻停放在東涌牛凹村。
船隻停放在東涌牛凹村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水警高級督察林婉儀上月底在反走私
行動中不幸墮海英勇殉職，引發社會關注香
港與內地之間嚴重的海上走私問題。近日，
警方除加強海上反走私活動外，亦嚴打涉嫌
幕後操縱的香港黑幫。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
到東涌一帶多個曾是走私黑點的海邊觀察，

▲ 被警方充公的走私船隻即將被運走，左邊船隻為中
飛，右邊為大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發現上述海域已無大飛狂奔景象，並不時有
水警快艇來回巡弋。同時，警方也已將早前
在海邊扣留的走私船艇全部移走。知情人士
指出，近期海上走私活動基本銷聲匿跡，全
賴粵港兩地執法部門通力合作，但他擔心由
於供求關係依然失衡，一旦鬆懈執法，「萬
船並舉」的走私情景極可能再現，「元旦前
後將係下一波走私嘅高峰期。」

▲ 警方在東涌牛凹村一帶使用大型吊機把非法改裝的
走私船扣留帶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於香港西部的東涌對開海域一向是海上走私最猖
位狂的地方，9月中上旬曾被人拍下海面上「萬船走

私」的景象，而9月25日水警高級督察林婉儀等駕駛快
艇進行反走私行動時墮海的地點也是此處的沙洲海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到東涌多個走私黑點觀察，其中
牛凹村東涌河出海口的小碼頭是大量走私艇（大飛）上
落貨的熱門地點，早在本月初，記者來此採訪時仍見到
不少走私船隻停靠在碼頭，或藏匿於岸邊的紅樹林，部
分船隻的「摩打」（發動機）仍未被拆卸。消息人士指
出，在警方連日打擊後，「飄手」（開船者）要不畏罪
而逃，要不躲藏起來，他們將這些船隻藏在東涌各「維
修基地」，企圖等警方嚴打過後再重新啟用。

至少22艘私艇被充公
本月7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到牛凹村一帶觀察，發
現這些走私船隻已基本消失，僅剩零星幾艘疑似被改裝
成走私船的船隻亦重新恢復成符合法規的原樣。據了
解，警方剛完成大規模扣留走私船隻行動，至少有 22
艘涉嫌走私船隻被充公，其中大飛有4艘，其餘還有不
少中飛，這些船隻被大型吊機吊上貨車運走，船上「摩
打」已被拆卸。有熟悉水警事務的知情人士透露，往年
充公的走私船隻一般只有一兩艘，「這次充公行動的規
模是歷年來最大一次。」他指出，經改裝的走私中飛每
艘價值近70萬元(港元，下同)，而改裝的大飛價值更達
200萬元左右，它們除體積大外，船邊還包有厚厚一層
不銹鋼，「警方快艇包圍大飛時，若『飄手』開足馬
力，以 50 浬（路面時速約 80 公里）的航速與水警快艇
對撞，如成功就可逃之夭夭。因此，不排除林婉儀所乘
的快艇被撞翻就是此類亡命之徒所為。」

千元聘村民把風 高價找人開船
「之前有走私嘅人想
出錢叫我幫手睇水（把

風），但我不想做違法;
的事。」香港文匯報記
者近日走訪東涌多個走
私黑點，有村民向記者
透露，一直以來，牛凹村、赤鱲角海邊等
地是海上走私上落貨量最大的地點。以
往，這些團夥都只是偷偷摸摸走私，多在
警方巡邏的空隙間將物品快速放進接貨的
走私船；若時間緊急，或走私物到達一定

數量，他們會以「掟」（拋）的方式將走
私物扔進船中，再由「飄手」（開船者）
運走，且多以小飛、中飛為主。不過自去
年以來，一些外國食品被禁止進口中國內
地，再加上疫情嚴重，供求更加失衡，走
私集團見利潤巨大，走私活動就更為猖
狂，一輛輛貨車幾乎不分晝夜地走私，走
私船也從中、小飛換成更大更快的大飛，
更甚者會聯繫當地村民幫忙把風、搬貨。
該村民表示，曾經有走私集團傍晚致電
讓他幫忙睇水，並提出會以1,000港元作為

資料顯示，東涌距廣州南沙及東莞虎門約100公里，
距離深圳前海更不足 30 公里。短距離走私，加上高回
報率，成為近年海上走私其中一個必經之處。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採訪期間發現，從東涌主幹道開車至牛凹村不
到 10 分鐘，也就是說，若走私團體運載貨品至牛凹村
海邊卸貨，即可快速上落走私物品。
消息人士表示，由於水警人手長期不足，「警方暫無
法時刻盯實每一個黑點」，才讓這些走私團夥有機可
乘。但他同時指出，由於疫情關係，香港與內地的陸路
運輸不暢，加上內地對某些境外食品需求巨大，在供求
關係失衡情況下，一旦粵港兩地打擊走私的行動風聲稍
緩，海上大規模走私行動隨時再現，「一般而言，元旦
前後及春節前都是走私旺季。」

▲ 警方檢獲 5 艘大
馬力快艇，每艘船上
均掛有四五部舷外引
擎。
警方圖片

◀ 警方檢獲拆卸船
上舷外引擎的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罪案宗數減 治安平穩
蕭澤頤10日早在電台節目上指出，香港整
體治安平穩，令前線警員可以進行防罪及滅
罪工作，但要留意暴力事件轉趨地下化問
題，包括7月1日發生的孤狼式恐怖襲擊，及
激進組織「光城者」有14人被捕等，而一些
立心不良的人仍以軟對抗方式，煽動年輕人
使用暴力，「他們現時可能用一些軟對抗方
式，即透過一些雜誌、一些短片、一些文化

新聞自由非「假新聞自由」
蕭澤頤指出，過去兩年出現很多假新聞，
令年輕人對警隊、政府甚至國家的誤解非常
大，出現一個「結」。他在警隊工作 32
年，接觸很多專業的資深傳媒人，強調警方
尊重新聞自由，但並非「假新聞自由」，又
指假新聞並非不經意犯錯或無惡意分享，而
是處心積慮地以欺騙手段誤導民眾。

他亦強調自由是建基於法律秩序和責
任，若不尊重法律和法治就沒有資格講自
由。由於不少年輕人每日花四五小時瀏覽
社交媒體，故警方在社交媒體方面需多做
一些工作，並將警務工作透明化。
問及香港近月沒有集會或遊行，是否成
為新常態時，蕭澤頤強調，基本法訂明港
人享有結社和集會自由，但不能濫用，他
尊重市民有權表達意見，但過去一段時
間，有很多人以和平示威為名，實際上是
製造平台讓暴力分子進行暴力行為，亦有
政客撈政治油水，到遊行隊伍頭位拉起橫
額影相便離開，認為社會應譴責，絕不能
容許這些行為。
他又指明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加
上即將有兩場選舉舉行，警方已在今年初
成立 8 個工作小組，開始檢視裝備和人力
資源等，並加強搜集情報、行動和宣傳教
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方繼
續追擊海上走私行動，上周四（7日）在八鄉破
獲一個面積約 2 萬平方呎的懷疑製造走私快艇
倉庫，檢獲 5 艘船身均無登記號碼的大馬力快
艇，每艘船上均掛有四五部舷外引擎，總值逾
700萬港元，3名男子涉嫌為走私用途而建造船
隻被捕。
被捕的 3 名男子，當中兩人分別姓范（23
歲）及姓廖（24 歲），有黑社會背景，被捕時
正拆卸快艇上的引擎；另一名被捕男子姓侯
（67 歲），在倉庫辦公室內被捕，據悉他平日
負責看守倉庫。3名男子現已獲准保釋候查，11
月上旬再向警方報到。警方不排除仍有涉案者
在逃，正展開進一步調查。

5大飛22部引擎 總值700萬
香港新界北總區反黑組總督察歐陽德10日在
記者會表示，警方在追查相關海上走私活動時，
懷疑有私梟在八鄉粉錦路一個倉庫內非法製造走
私快艇，遂於本月7日下午4時許取得法庭搜查
令後採取搜查行動，在上址面積約2萬平方呎的
倉庫內發現5艘懷疑走私快艇，不排除私梟因近

警西九龍反罪惡拘 人

一哥：警惕黑暴轉地下化
藝術等方式去『播獨』，繼續希望去煽動一
些人，特別是年輕人，做一些暴力行為。」
他強調，即使有市民不尊重警察或政
府，但都要尊重法治，做任何事情也一定
要守法，警方非常關注會否出現暗湧和恐
襲事件，因此會擴大情報網，留意有沒有
人在網上作出煽動暴力行為，並希望全港
市民有一個「全民反恐」概念，若遇到可
疑的人和事，甚至見到身邊有人可能有激
化行為，都應盡快報案。

負責管理東涌一帶的（黑幫）勢力已有數
十年之久。」他表示，2020 年疫情造成香
港與內地貨運不暢，但內地對特定物品，
包括海鮮、電子零件等的需求並未削弱，
「馬騮權」父子發現海上走私有利可圖，
遂聯繫黑幫成員加入其中，與內地走私團
夥合作用大飛走私，再高價聘請亡命之徒
開船。
他表示，近日海上走私活動明顯減少，
或與黑幫暫避風頭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警搗私艇製造倉 拘3人扣5大飛

距離短回報高成走私誘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警務處
處長蕭澤頤 10 日指出，香港上半年錄得
30,871 宗罪案，較去年同期減少 4.6%，當
中與黑暴有關罪案更下跌 10%至 45%不
等，惟須留意暴力事件轉趨地下化情況，
強調別有用心、立心不良者仍蠢蠢欲動，
有人亦借假新聞處心積慮以欺騙手段煽動
年輕人犯法，故將擴大情報網打擊反政府
活動，並呼籲全民反恐。

酬勞。這個把風時間並不長，只需要協助
完成走私即可，「這段時間沒有警察巡，
看兩三個小時就有1,000港元，（幾乎）日
日有得做，真是好吸引。」他表示，身邊
很多村民都是無業者，無所事事下就來掙
快錢。「我們這有人專門看場，叫『馬騮
權』。」據悉，警方近日在嚴打海上走私
活動時，「馬騮權」父子因涉嫌參與走私
活動被捕。
消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
「『馬騮權』屬於黑幫高層人物，兩父子

1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
方由本月7日至9日一連三天在西九龍區展
開代號「犁庭掃穴」反罪惡行動，其間突
擊巡查區內多個罪案黑點，合共拘捕 144
人，分涉傷人、賭博及刑事恐嚇等罪行，
另外多人同涉違反「限聚令」被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警方提醒市民在疫情嚴峻時
期，應顧己及人，嚴格遵守《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以協助控制疫情及減低病毒

期被執法部門聯合打擊下，將走私快艇轉到上址
停放及拆卸舷外引擎，以逃避執法人員追查。5
艘快艇每艘長約17米，船身無登記號碼，掛有
四五部300匹至400匹的大馬力舷外引擎，合共
有 22 部舷外引擎，總值 700 萬港元。另外，警
方在現場檢獲一批建造工具，包括電鑽、電
批、鏍絲批等。警方指，根據《進出口條例》
第 14A 條，任何人為作走私用途而建造的 250
總噸以下船隻進行修理或維修，即屬犯罪，最
高可處罰款200萬港元及監禁7年。
因疫情私梟轉移利用大馬力改裝快艇在海上
走私，上月底更在屯門沙洲海面撞沉一艘水警
截擊艇，導致水警高級督察林婉儀殉職。警方
其後聯同多個執法部門展開大規模掃蕩走私活
動，至今掃蕩逾百個走私黑點以及進行海陸截
查行動，包括搜查相關懷疑走私貨倉等。
至上周日（3 日）及上周一（4 日），警方便
在后海灣檢獲兩艘匿藏於紅樹林的懷疑非法改
裝快艇。另外海關、警方及地政總署亦由 9 月
30 日至本月 6 日在東涌牛凹村一隱蔽處，檢獲
39 艘懷疑非法改裝或建造的快艇及 8 個全新的
大馬力舷外引擎，市值約1,300萬港元。

● 西九龍警
區展開「犁庭
掃穴」反罪惡
行動，合共拘
捕144人。
警方圖片
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是次行動由香港西九龍總區刑事部統
籌，參與人員包括軍裝及刑偵人員，目的
為打擊三合會相關犯罪活動。被捕的 94 男
50女，年齡介乎19歲至62歲，分涉傷人、
刑事恐嚇、經營賭博場所、在賭博場所內
賭博、管理賣淫場所、非法入境，以及違
反「限業令」等。另外，警員亦向多人發
出違反「限聚令」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