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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客克星”杨晓燕
本报记者 杨阳腾

1 月 19 日，在南京海关隶属南通海关
工作人员的严密监控下，首批 37 个罐式
集装箱、共计 750 吨废机油提炼残渣装船
离港，退运回出口地波多黎各。

废油渣是我国明令禁止的“洋垃圾”
之一，其在加工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
质对环境有较大污染，有些破坏甚至是不
可逆转的。南京海关查获的这起走私案
共涉及废油渣 3400 余吨，是近年来全国
海关查获的最大一起废油渣走私案。

拒“洋垃圾”于国门之外

严厉打击固体废物以及珍稀动植物
走私，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
身心健康，是海关开展“绿篱”专项行动的
宗旨所在。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张广志
表示，“绿篱”行动中，全国海关共立案查
处走私废物案件 220 起，查证各类走私废
物 97.63 万吨，其中“洋垃圾”5.88 万吨。

此外，海关还立案侦办濒危物种走私
犯罪案件 72 起，查获象牙、檀香、紫檀等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约 50 吨。

与此同时，海关总署还会同公安部、
工信部、环保部等 10 个部门，在去年下半
年针对 11 个重点领域开展了大规模打击
走私行动，全年共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
2061 起，案值 404.1 亿元，涉嫌偷逃税额
77.2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0.7% 、4.8% 和

11.3%，其中涉税千万元以上的重特大走
私犯罪案件 84 起；全年立案侦办走私毒
品案件 465 起，缴获各类毒品 5.1 吨；侦办
走私武器弹药案 50 起，增长 16.3%。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严厉打击重点涉税商品走私等违法
行为，严厉打击资源性产品出口走私和骗
取出口退税违法活动，对于维护进出口贸
易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汽车、电子产品、肉类产品、粮食、食
糖等事关人民群众生活，机电产品、化工
原料等事关社会生产，海关在严厉打击上
述重点商品走私的同时，还将锋芒对准走
私规模大、危害严重的团伙性、专业性走
私，一批重特大案件相继被查处。其中，
汕头海关查获一起利用加工贸易渠道伪
报贸易性质走私进口皮草特大案件，涉嫌
偷逃税额高达 17 亿元，是打私联合行动
中查获的最大一起涉税走私案件。

稀土、焦炭、天然石墨等属于国家重
要的战略性资源产品，为国家禁止或限制
出口的物资。为有效防止这些战略资源
通过走私非法外流，海关不断加大打击力
度，为战略资源筑起了一道牢固防线。

此外，全国海关还查获申报不实影响
出口退税案件 4930 起，涉嫌影响退税约
4.2 亿元；查获旅客行李物品夹藏携带货

币 现 钞 案 件 12988 起 ，案 值 达 18.77 亿
元。此举对于维护国家财政税收和金融
安全、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营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保持打私高压态势

“针对重点领域突出走私问题，海关
将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存在的走私
行为实施精、准、狠打击。”张广志表示。

据悉，海关今年将组织开展专项行
动，重点打击涉税商品及其行业性走私，
严厉打击粮食、食糖、冻品等物资走私，集
中打击毒品、武器弹药、“洋垃圾”等违禁
物品走私，坚决查办大要案，破网除链。

张广志表示，海关将进一步推动完善
“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私
体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打击走私基础作
用，强化对北部湾、北仑河沿线以及珠江
口等重点地区非设关地走私、流通领域私
货贩运等突出问题的联合整治，推动建立
联合缉私长效机制。

针对高科技走私案件日益增多的现
象，海关将在加强打击走私能力建设的基
础上，推广“网上缉私”作战模式，充分利
用信息科技手段提升打私水平。

“下一步，海关将推进执法规范化，改
进和创新办案模式，强化跨关区整体联
动，提升重点打击能力。”张广志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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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不干、走私不断’，打击走私没有最后

的胜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前不久召开的

全国海关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海关总署署长于

广洲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让现场各级缉私部门倍

感肩头重担。

打击走私，就是对进出口市场秩序的维护，就

是对公平公正贸易环境的营造。近年来，走私活

动规模、地域、渠道、品种、方式不断出现新情况、

新特点，一些借助高科技手段、团伙化走私活动频

频发生，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贸易秩序。

海关是国家的“把门人”，“把好国门”始终是

海关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在当前形势

下，既要对各类走私活动保持高压态势，也要创

新思路、提升能力，不断依靠信息化的深度应用

和规模应用，构建“海、陆、空、邮”立体化防控体

系，提高主动发现、精确打击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呈现出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要处理好打击走私和稳

增长的关系，在加快无纸化通关作业、关检合作

“三个一”、区域通关改革等基础上，进一步加快

推进贸易便利化，为诚信守法企业创造健康可持

续的贸易环境。

打击走私

没有最后的胜利
柏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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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别着急，请过一下机检”，“麻烦您
把纸箱拿过去开包检查”⋯⋯1 月 20 日下
午 4 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 2 层海关旅检
通道里，机场海关旅检处六科的赵兆和另
外几名同事正在调研分流岗位执勤。

“一般情况下，每天下午 4点到 6点，首
都机场国际航班比较集中，是我们最累、压
力最大的时候。”已在一线工作11年的赵兆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根据舱单，夜里我们
还要盯几个重点航班。”

所谓“舱单”，就是乘坐当日航班的旅
客信息。在海关旅客舱单信息化管理系统

中，明确显示了当天每一个航班上的旅客
人数、个人信息。针对不同的航班，机场海
关旅检处都会做出不同的预警式布控和预
防措施。

从悬挂有“中国海关”字样的大牌子下
面算起，机场海关旅检岗位逐次分为申报
台、调研分流岗、机检查验岗等，每个岗位
上至少安排 2 个人。“今天有 17 名关员、4
个协管，共计 21 人在岗，分处 3 个现场。”
赵兆笑着说。

旅检通道长约 20 米，大概 38 步就可
以走完。“就在这短短的通道上，机场海关

旅检处去年查私案件 1216 起，案值折合约
2.95亿元人民币。”首都机场海关旅检处副
处长程建生介绍，其中，查获 14 起毒品案
件，共计约 41 千克；查获携带货币案件
367起，案值折合达 1.55亿元。

晚上 9 点左右，一名旅客从香港入境
通关。在过机检的过程中，电脑图像显示
的阴影引起了现场关员的注意。经开包查
验，关员朱启超发现其中有玳瑁标本 2
个。仔细询问过后，海关工作人员扣留玳
瑁标本，并移送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根据《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

公约》，玳瑁属于附录一保护物种，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禁止进出境。”赵兆说。

过了 1 个多小时，现场又查获了一名
香港人携带大量雪茄入境，价值约为 15 万
元。工作人员发还旅客自用数量后，将剩
余部分移交缉私部门处理。

记者在机场海关旅检处还没待到 8 个
小时，眼睛就已干涩难耐，呼吸不顺。而赵
兆他们的一个夜班大概是从下午 3 点 30
分到第二天上午 8 点 50 分，长达近 17 小
时。“人手不够，大家轮流休息吧。累了就
斜靠在椅子上歇会儿，喝口水。”赵兆说。

台州海关：

堵住“洋垃圾”
本报讯 日前，昆明海关下属的打洛

海关、腾冲海关在云南腾冲县和勐海县共
查获 13.88千克入境黄金。

1 月 11 日，腾冲海关在腾冲猴桥口
岸对一辆入境的皮卡车进行检查，当场
从该车后排座位的坐垫下查获藏匿的粗
制黄金沙金 5528 克。而在头一天，打洛
海关在勐海县查获涉嫌走私入境的黄金
8355 克。

海关提醒，黄金属于进出境管制货物、
物品。旅客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以自
用、合理数量为限，一般不超过 50 克，超量
者必须向海关书面申报。

文/李 钢 聂 又

本报讯 杭州海关隶属台州海关近日
连续查获两起违规进口固体废物案，累计
截获废五金和废机电产品约 1050 吨。
其中，1046 吨废五金来自日本，被检出辐
射水平超标；1.8吨废机电产品混杂在另一
批进口的废五金中，属国家禁止进境废
物。两案目前均在进一步审理中。

2013 年 2 月起，杭州海关开展旨在加
强进口固体废物监管、严厉打击洋垃圾走
私的“绿篱”专项行动，共立案走私违规案
件 24 起，查获涉嫌走私固体废物 9.3 万吨，
案值 5.2 亿余元；先后退运各类不符合环
控标准及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11 批次共
5478吨。 文/蒋鹏程

近日，杭州海关隶属萧山机场海关从

一出口快件中查获 30 件用作二胡配件的

蟒蛇皮。 陈 颖摄

开正门开正门、、堵邪门堵邪门，，当好国家当好国家““把门人把门人””——

海关缉私在行动海关缉私在行动
本报记者 顾 阳

“好样的！开工大吉！长夜漫漫，战斗才刚刚
开始，再接再厉啊！”杨晓燕拍了拍徒弟凌宗辉的
肩膀，对他刚刚从走私分子身上截获了 60 部手机
和平板电脑表示赞扬。

杨晓燕是深圳罗湖海关的一名普通关员。
30 多年来，她一直工作在旅检一线，每天与同事
穿梭在 26 万过关人流之中，为国家和人民守护着
南大门。近 3 年来，仅她个人查获案件就有上千
宗，案值 1700多万，被称为“水客克星”。

海关旅检有一则顺口溜：别人睡觉你上班，别
人上班你睡觉，昼夜颠倒青春耗。经常别人都回
家吃饭了，杨晓燕和她带领的机动查验科队员们
才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口
岸关闸。

去年 8 月 17 日晚上 7 点左右，杨晓燕在通道
上将两名手拉行李箱的男子截停检查，发现两人
行李箱内只装着一些日用品，然而品种和数量却
非常一致，显得很不寻常。最后，杨晓燕在两人运
动鞋的鞋底发现了 4 块黄金。杨晓燕及时将信息
通报给各通道关员。不出所料，当晚，该关连续查
获了 7 宗鞋底藏匿黄金案，涉案黄金共计 8 公斤，
案值约人民币 210万元。

“干旅检就是要心平气和。检查时难免会引
起旅客的不满，我们要尽量理解他们。”杨晓燕正
说着，就听见旅检通道上有人吵吵嚷嚷。“为什么
要查我，这么小的包有什么好查的？”一位入境旅
客将自己的挎包狠狠地甩在查验台上。

杨晓燕连忙赶过去。“您好！我是带班科长，
请您先冷静一下，我们只是例行检查。您今天是
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吧？”听到杨晓燕这么一问，正
在气头上的旅客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经过安抚，旅客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关员也
没在她身上发现什么违规入境的物品。原来，因
为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她心情十分烦躁，过关时就
将不满情绪发泄到了查验关员身上。

杨晓燕查私有一个“秘诀”，即勤查、多查。每
天，她总是第一个站到汹涌的人潮中不间歇地挑
查旅客，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让许多年轻关员也
自愧不如。

凌宗辉说，“晓燕姐从来不去饭堂吃饭，都是
让我们帮她打包回来吃。她说，走私分子以为吃饭
时间我们会放松警惕，往往这时候能抓到‘大
鱼’”。今年以来，杨晓燕带领的机动查验一科共查
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 904 宗，案值逾 1500 万元，
杨晓燕也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20 米通关道的坚守
本报记者 李万祥

1.广州、南宁、汕头海关

查获走私旧服装系列案

2.南京海关查获走私固
体废物系列案

2013 年 8 月，广州、南宁、汕头海
关联合破获 1 起走私旧服装系列案，
打掉 1 个专业走私旧服装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24 名，查缴旧服装
749吨。

2013 年 7 月，南京海关查获犯罪
嫌疑人采取伪报品名的方式走私国家
禁止进口废物（废粉末涂料）进境 3 万
余吨，现已刑事立案 21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48名。

3.汕头海关查获走私皮

草案
2013 年 7 月，汕头海关在地方公

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摧毁一个利用
加工贸易渠道伪报贸易性质走私进口
水貂皮、狐狸皮等皮草 1000 多万张、
涉嫌偷逃税额约 17亿元的犯罪团伙。

4.昆明海关查获走私冻

海产品案

4.昆明海关查获走私冻

海产品案
2013 年 7 月，昆明海关查获走私

进口冻海产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名，涉案冻海产品 1.3 万吨。经查，走
私团伙采购原产于挪威等国的冰鲜鲑
鱼等海产品，运至中越边境，假借边民
互市贸易方式走私进口。

5.南宁海关查获走私大

米案

6.深圳、宁波海关查获

走私电子产品案

7.南京海关查获骗取出

口退税案

8.天津海关查获走私出

口焦炭系列案

9.广州海关“霹雳”缉毒

专项行动

2013 年 11 月，南宁海关会同地
方公安机关查获通过非设关地走私进
口大米案，涉案大米 2 万余吨。抓获
涉案团伙成员 12名。

2013 年 9 月，深圳、宁波海关在
两地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下，开展联
合查缉行动，摧毁 2 个走私电子产品
的“水客”网络，打掉走私犯罪团伙 6
个，案值逾 3亿元。

南京海关会同税务、公安部门查
获 1 起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经
查，犯罪嫌疑人通过低报价格进口、高
报价格出口，涉嫌骗取出口退税 1.16
亿元。

2013 年 11 月，天津海关开展打
击走私出口焦炭专项行动，刑事立案
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7名。涉案货物
约 7万吨，涉嫌偷逃税额 1348万元。

2013 年 10 月至 12 月，广州海关
组织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霹雳”缉毒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邮递渠道走私毒
品案件,共查获毒品走私案件48起，缴
获各类毒品 83.8 千克，打掉毒品走私
团伙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10.黄埔海关查获走私

象牙案
2013 年 7 月，黄埔海关查获 1 起

货运渠道夹藏走私象牙进境案，现场
查扣象牙、犀牛角等 4.47 吨。该关通
过粤港海关合作机制，第一时间向香
港海关作了通报。香港海关根据上述
线 索 查 获 象 牙 、犀 牛 角 、豹 皮 2.27
吨。 文/董占广

杨晓燕（左一）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海关缉私舰艇

编队演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