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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儀緝私殉職 粵警拘兩男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何振東
昨日交代案情時表示，事發上月25日早上，林婉
儀乘坐的水警小艇，在機場以西水域進行反走私
行動，發現一艘裝有六個舷外引擎的改裝快艇，
正高速駛向香港水域，艇上有兩名男子及一批凍
肉。水警懷疑是俗稱 「大飛」 的走私快艇，於是
上前追截，惟大飛無視警方警告，更蓄意撞向水
警小艇，導致艇上四名水警墮海，隨後便亡命高
速逃到內地水域。

在事發後，香港警方與廣東省公安廳展開聯
合調查及情報交流，內地當局調查多艘可疑船
隻，拘捕多名懷疑走私分子，包括兩名懷疑撞擊
小艇的疑犯。至於兩名疑犯會否移送香港，何說
會按既定機制及相關法律，與保安局及律政司商
討，而兩地執法部門會繼續調查分析，不排除更
多人被捕。

香港警方在過去兩星期的執法行動中共拘捕
365人，經初步調查，當中35名被捕男子相信與
海上走私活動有關，且均有黑社會背景。警方在
連串行動中扣查53艘走私快艇，亦在屯門龍鼓灘
一個貨櫃場搗破一個無牌凍倉，檢獲逾1700噸
走私凍肉，總值逾五億元。

同日，廣東省公安廳亦召開 「清灣行動」 新
聞發布會。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楊炳升在會上表
示，上月26日，廣東省公安廳接到香港警方的協
查通報後，廣東省副省長、省公安廳黨委書記、
廳長王志忠高度重視，省公安廳與廣東海警局迅
速聯合展開調查，由廣州市公安局立案偵查，並
迅速成立專案組。

本月1日及2日，廣州市公安機關會同陽江市
公安機關在廣東省陽江市、廣州市增城區兩地採
取執法行動，先後抓獲鄧某彪（31歲）、鄧某橋
（35歲）等涉案疑犯，二人均是廣州人，查獲
衝撞香港水警巡邏艇的涉案快艇，偵破香港
「9．25」 案件，案件目前仍在偵辦中。

粵「清灣行動」共拘353人
據了解，廣東省公安廳廳長王志忠與香港警

務處處長蕭澤頤，於上月30日在深圳舉行緊急工
作會晤，就 「9．25」 案件偵辦、聯合打擊跨境
走私、深化粵港警務協作、建立更為高效的直接
聯絡機制等方面達成高度共識。廣東省公安廳副
廳長張銳透露，廣東公安、海警會同香港警方於
本月6日在粵港交界水域開展集中統一執法行

動，查獲95艘大飛等非法船隻，抓獲涉嫌走私違
法犯罪分子183人。

在本月1日至7日聯合 「清灣行動」 期間，廣
東執法部門共破獲55宗涉走私集團案件，抓獲疑
犯353人，查獲860艘大飛等非法船隻，查處49
間非法船廠、62個非法冷庫及交易場所，查扣進
口發動機、車輛、凍品、油品以及違禁品一批。

水警女高級督察林婉儀上月25日因追截走私艇墮海殉職，香
港警方及廣東省公安廳高度重視案件，迅速成立專案組，經深入調
查後，本月初在廣東拘捕兩名涉案內地男子，並起回涉案快艇。香
港警方表示，兩名被捕男子為跨境海上走私集團成員，事發當日身
處香港與內地接壤水域一帶走私凍肉，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至於粵港兩地聯合打擊水域走私犯罪活動，廣東省公安廳表
示，廣東公安、海警聯同香港警方，於本月6日在粵港交界水域展
開集中統一執法行動，查獲95艘走私快艇等非法船隻，抓獲涉嫌
走私違法犯罪分子183人。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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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水域走私增 粵港合作打擊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廣東海警局局

長劉紹根11日在 「清灣行動」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今年
以來，廣東海警查辦各類走私案逾百宗，拘捕近500名
疑犯。

而針對前期珠江口水域 「大飛」 走私日益猖獗的態
勢，廣東海警與香港水警等執法部門建立情報交流、協
同聯動等協作機制，開展執法行動。

劉紹根表示，今年以來，廣東海警局與公安、海關
緝私、香港水警等執法部門開展了 「國門利劍」 、 「淨
海」 、 「亮劍」 、 「打擊整治珠江流域 『大飛』 走私
聯合執法行動」 等一系列專項反走私行動，先後破獲

「1．23」 特大走私香煙案、 「7．30」 特大走私香煙
案、 「8．02」 海上持槍搶劫案等大案，查辦各類走私
類案件共115宗，抓獲483名涉案人，查扣涉案船舶207
艘、海砂9.9萬噸、凍品3500噸、香煙40萬條、成品油
132噸、水果90噸，另有電子產品、化妝品等一批，總
案值約23億元人民幣。

針對前期珠江口水域 「大飛」 走私日益猖獗，在中
國海警局的指導下，廣東海警局與省公安廳、香港水警
建立了定期會晤、情報交流、協同聯動、 「點對點」 對
接等協作機制，並開展集中清查、源頭整治、聯合巡航
等執法行動。

粵港聯合行動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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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香港水域發生香港水警巡邏艇遭走私船隻衝撞
致1名女警殉職、三名水警負傷案件。
廣東省公安廳接到港警的協查通報後，與廣東
海警局迅速聯合開展調查，並指定廣州市公安
局立案偵查。
廣東省公安廳廳長王志忠與香港警務處處長蕭
澤頤在深圳舉行緊急工作會晤。
廣東省打私領導小組在全省部署廣東公安、海
警聯合交通運輸、市場監管等部門開展 「清灣
行動」 。
廣州、陽江兩市公安在陽江、廣州增城區抓獲
鄧某彪、鄧某橋等涉案嫌疑人，查獲涉案快
艇。
粵港警方在粵港交界水域開展集中統一執法行
動，粵港共出動船艇77艘、直升機4架、執法
人員9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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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粵港警方聯合執法行動中在粵港警方聯合執法行動中，，廣東特警開展空中廣東特警開展空中
索降索降，，控制一艘嫌疑船隻控制一艘嫌疑船隻。。

粵港聯合執法行動
開創三個首次

•首次由廣東公安、廣東海警、香港水
警在粵港水域聯合開展執法行動。

•首次由公安、海警、海關緝私、海
事、海洋綜合執法部門各自派出艦
船、組成聯合執法編隊參戰。

•首次出動警用直升機、前後方視頻指
揮調度、採用新型裝備手段開展立體
化巡防打擊整治。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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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粵港警方聯合執法行動在粵港警方聯合執法行動
中中，，多艘海警船編隊巡航多艘海警船編隊巡航。。

讓國旗高高飄揚

龍眠山

教育局發出通知，明年開始全港
中小學必須在每個上課日以及元旦、
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和國慶日升掛國
旗，並須每周舉行一次升旗儀式。專
上學院、幼稚園參照中小學的做法。
教育局強烈建議學校在水陸運動會、
畢業禮等場合升掛國旗。

升掛國旗成為全港中小學的規
例，這在香港是里程碑式的重大進
步，能夠從小培養孩子們對國家及民
族的認同，以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而自
豪。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是教育的應有
之義，一旦身份認同出偏差，會出大
問題的，香港回歸以來風波不斷、部
分大學校園一度淪為 「港獨」 大本
營，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特區政府
着手加強國情教育，包括將通識科改
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2021國旗及
國徽（修訂）條例》於上周五正式刊
憲，學校升掛國旗由法律明文規定，
教育局必須執行。

但莫以為升掛國旗只是一個政治

姿態。國旗是一個國家最鮮明的標
誌，顯示着民族的個性和尊嚴。國
旗、國歌、國徽都是國家主權的象
徵，由認識國旗入手，就可以了解中
國近現代史，了解 「一國兩制」 ，了
解港人福祉之所繫。

國旗與個人命運密切相關。國慶
節期間，香港仔漁船上紅旗飄飄，蔚
為一景。其實漁船並非只在國慶掛國
旗，日常作業也一定會掛，茫茫大海
上，這代表你來自哪個國家，一旦發
生意外或糾紛，也會有國家保護，漁
民愛國有其深層原因。運動場上升國
旗，意義更大，代表運動員取得好成
績，為國爭了光。東京奧運會期間，
香港健兒勇奪金牌，國旗升起的激動
人心一刻，港人至今記憶猶新。

培養港人正確的國家觀念，樹立
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讓愛國
成為香港社會的普遍價值追求，任重
而道遠。從學校升旗開始，就是朝此
方向邁出的正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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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中央關愛 推動用好惠港政策
中央一直十分關心香港經濟社會

發展，近期推出了大量惠港利民政
策，給予香港全方位政策支持。中聯
辦國慶期間舉行 「落區聆聽 同心同
行」 活動，深入基層、深入社會，傳
遞中央對香港的關愛，深入了解惠港
利民政策落實情況，直接聆聽各界聲
音訴求，系列活動對於推動香港用好
國家支持政策，團結各界實現良政善
治，具有重要意義。

今年以來，中央陸續出台了21項
惠港利民政策，促進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這些政策主要涉及三大
類：國家戰略規劃、普惠性政策、服
務專業領域。這些政策除了內容豐
富、含金量高外，還有三大特點：一
是既有宏觀戰略謀劃，又有微觀精準
施策；二是既打開政策「大門」，又敞
開細則 「小門」 ；三是既注重自上而
下系統設計，又吸納自下而上意見訴
求。可以說是全方位、全覆蓋、全要
素，惠及香港各行各業各階層人士。

從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發展

「八大中心」 ，到 「前海方案」 擴區
擴容，為香港擘劃前所未有的光明前
景；從面向漁農、法律、中醫、青年
等具體行業、特定人群的扶持政策，
到為港人內地發展提供大量便利的舉
措，事實說明，中央惠港政策是實實
在在，看得見、摸得着的，港人如今
所擁有的發展空間、支持政策、施展
才能的舞台，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如
何用好中央惠港挺港政策，如何抓住
機遇謀求更好的發展，是擺在港人面
前的迫切任務。

國慶期間，中聯辦舉行 「落區聆
聽 同心同行」 活動，中聯辦從駱惠寧
主任，到各級幹部員工，全面深入基
層了解民情。這正是以實際行動更好
履行中聯辦密切聯繫社會各界的職
能，更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有
力體現。統計顯示：中聯辦八成以上
員工參加此次活動，走進979家劏房、
公屋、過渡性房屋等；聽取3476名市
民對中央惠港利民政策執行情況的反
映，以及對出台新政策的建議；探望

包括獨居長者、失業人士等在內的
3985名普通市民；收到了6347條意
見、訴求和建議。駱惠寧主任明確要
求 「每一條都不放過」 ，屬於中聯辦
職能範圍的，馬上依規辦理，屬於特
區政府施政範圍內的，梳理清單轉
交。一系列活動及跟進舉措，反映了
中聯辦積極轉變工作作風，為民辦實
事、讓市民得實惠，貼地貼心，得到
了廣大港人的充分肯定。

中央支持香港的一系列政策，需
要各界仔細咀嚼，認真研究，用好用
足。中聯辦強調將貫徹落實中央要
求，一如既往廣泛聯繫社會各界，將
落區活動常態化；一如既往支持行政
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經濟
社會發展，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要破解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
問題，關鍵在於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
發展思想，積極抓住機遇，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各界
齊心協力，一定可以實現更好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