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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新春
喜逢通關，不少

市民離港鬆一鬆，
鄭晴有朋友就駕車去澳

門，感受一下小城年味。
原來經港珠澳大橋的 「澳門

口岸」 泊車轉乘，自駕遊 「過
大海」 可以好輕鬆。

上網申許可證最快7日搞掂
鄭晴起初以為，辦理相關手續非常繁

複，其實只要你用手機，上網就可辦理申請，三
步曲話咁易！

第一步：先向運輸署申請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
泊車轉乘計劃」 許可證，年費只需數百元，申請後等

待批核電郵，運輸署就會郵寄回許可證，整個過
程約需7至14個工作天。

第二步：提交 「強險」 （內地 「機動車

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 ，簡稱 「強險」 ），全程透過
微信，聯絡內地的保險公司，傳送牌照和回鄉證資料，
支付900多元人民幣，即可完成一年期 「強險」 ，最
快兩小時批核，效率非常高，然後登入 「珠海交警網

站」 內的 「信息
查詢」 ，填寫資料和
上載強險的電子保單，
約一天完成審批，即可
以下載 「臨時機動車／入境許
可證」 。

出發前記得入滿油叉滿電
最後一步：透過澳門金融管理局網

站，預約澳門口岸東停車場，可預約多個
連續時段，只要離開時，沒超出預約時限，泊車
費全免，完成預約後，於網站購買澳門短期保險，
九天約82元，即時批核，即可以下載澳門電子保單。

大家只需將運輸署郵寄的 「大橋轉乘許可證」 貼在
車頭，列印一份內地和澳門文件，
即可起程。提提你，記住入滿油、
叉滿電才出發。鄭晴祝大家旅途愉
快！

◀機場停車場貼出
新的收費表。

網上圖片

▲市民想自駕遊 「過大海」 ，手續可上網或用微信辦
理，十分方便。 網上圖片

「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 已進入
最後階段，鄭晴提提大家，最遲換證日期
為2月11日。

議員倡增足夠配額
有市民發現，各區換領新身份證的申

請配額已滿，擔心錯過期限無法換證。立
法會議員江玉歡希望，政府能夠增加配

額，為市民帶來方便。
翻查入境處網頁，各區的換領新身份

證的申請配額已滿。江議員昨日告訴鄭
晴，雖然時值新歲，仍然立即聯絡入
境處人員反映實況，入境處方面已
經知悉有關的配額問題，現正
積極處理，江議員呼籲市民
留意最新安排及公布。

換領計劃2018年
開始，截至去年
底，共簽發近
760萬張新
智能身份
證。

踏
入兔年，
祝大家事事順
利，出入平安！
講起出入平安，鄭
晴昨日收到朋友一個短
訊，提到日本東京昨日發
生事故，地鐵一度中斷一個
多小時，有上班族出站時收到一
張紙仔，證明因交通事故而遲到，
有朋友說，希望港鐵也有類似的 「延誤
證明書」 ，不過翻查資料，港鐵一早已經
有提供類似服務。

打工仔如果遇上港鐵服務延誤，可於港鐵客
戶服務中心領取 「延誤證明書」 （見圖），證明自
己在相關時段受到影響，紙本版的 「延誤證明書」 會列
出受影響的地點、日期及時間，並附有港鐵印章以作證
明。

乘客也可以事後，通過MTR mobile app或登入港鐵網站，
擷 圖 領 取
「 延 誤 證 明
書」 。

不過，鄭晴昨日
在港鐵網頁和港鐵app，
也找不到相關連結，致電問
過工會朋友，原來相關連
結，只會在服務受阻時才會
出現。

正值農曆新年，保良局方譚遠良（慈
雲山）幼稚園（方譚遠良幼）有 「年獸

出沒」 ！原來，該幼稚園為讓幼兒認
識不同中國新年的傳統文化，因此

在音樂活動部分中通過有學生
扮演年獸，其他學生則合力

將之趕走，從中認識傳
說與貼揮春等習俗的

關係。教育局局
長 蔡 若 蓮 呼

籲，教師可
抓緊孩

子的好奇心，從課程整體規劃融入有關中華文
化學習元素，助幼兒傳承中華傳統美德。

方譚遠良幼讓孩子體驗了燒爆竹趕 「年
獸」 的傳說、創作揮春、搓湯圓、舞龍舞獅
等。早前更舉行校園大掃除，親身體驗 「年廿
八，洗邋遢」 等新年活動的意義。校易愛玲校
長說，其中年獸的故事有更溫馨結局，學生與
年獸成為好友。因活動目的是培育學生品德。

教育局本月初向全港約750所幼稚園發通
函，介紹預留6000萬元推出推廣中華文化及
藝術津貼，成功申請的幼稚園可獲一筆上限分
別為五萬元和八萬元的津貼。

▲幼稚園通過故事和
遊戲，讓幼兒認識
燒爆竹趕走 「年

獸」 的民間傳
說。
網上圖片

新
年流流，

不法之徒公
然冒認政府官

員行騙。教育局局
長蔡若蓮昨日（23

日）在社交平台發文提
醒，有人盜用其Facebook

賬戶的照片，並用其中、英文
名開設假Facebook賬號，呼籲市

民千萬小心，提防受騙。鄭晴提提
你，蔡若蓮Fb的官方賬號其名字後有藍

色剔號。

發文抽獎引人註冊
蔡若蓮表示，該假賬號 「用她的中、英文名開

fb，請大家千萬
小心」 。假冒賬戶的

名 字 為 「CHRISTINE
CHOI（蔡若蓮）」 ，據網

友表示，該假賬戶在蔡若蓮局
長發文後半小時就被封鎖了。
綜合網友所說，該假賬戶昨午

曾發文抽獎，讓得獎者到一個不明網站
註冊，即可獲7800港元。有媒體引述該假

賬戶抽獎帖文下，有人留言稱已註冊完成。不
過亦有醒目網民表示： 「我知是騙徒」 。有火爆

網友更留言： 「一睇就知道騙人，我在回應中鬧佢
添呀！」

換身份證快截止 網上預約全爆滿

▲入境處網頁顯示，各區換證
的申請配額已滿。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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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獸出沒幼稚園 培育幼童品德

盡快全面復常加快發展 時不我待

龍眠山

大年初一黃大仙廟，人山人
海；大年初二車公誕，熱鬧非
凡。熟悉的年味回來了，熟悉的
香港回來了，新年為人們帶來新
希望，而大家的共同願望就是兔
氣揚眉，早日完全復常。

現時本港防疫措施所剩無
幾，1月30日撤銷隔離令後，僅剩
下口罩令和出入境的檢測措施。
隨着本港及周邊形勢變化，撤銷
核酸檢測的時機已經成熟。與內
地免隔離通關兩周後，本港確診
人數持續下跌，昨日跌至3000宗以
下，入院及重症人數亦同步下
跌。之前對通關的一些擔憂已一
掃而空，專家們相信，即使完全
撤銷核酸檢測，也不會給香港帶
來額外的風險。

國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
專家吳尊友近日表示，由於這一
波疫情下，全國已有八成人感
染，未來兩至三個月內，全國出
現大規模疫情反彈的可能性很
小。北上過年的港人亦指出，眼
下內地除了戴口罩，已完全復

常，核酸檢測不再重要。
另一方面，得力於廣大市民

的配合，本港整體接種率已達至
九成五，三針接種率亦達到八成
四，這是全球非常高的水平，值
得引以為傲。加上不少市民通過
感染獲得免疫力，香港已建立起
牢固的混合防疫屏障，這是盡快
完全復常的底氣所在。

特區官員不斷派發復常 「定
心丸」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昨日表示，農曆年後就會再推放
寬措施，短期內將實施第二階段
通關。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
密切協商，會視乎各口岸配套和
承受能力，在可行情況下加快落
實全面通關安排。

香港進入後疫情時代。當
然，疫情沒有結束，放寬不是放
棄，特區政府將持續監察疫情，
市民也要繼續戴好口罩及保持良
好衞生習慣，有病症的盡快求
醫，接種率較低的 「一老一幼」
要繼續打疫苗，身體
健康最重要。



▲蔡局長在真的fb賬號發文斥責騙
徒。 網上圖片

通關復常，香港國際機場又會繁忙啦。駕車人士要
留意，下周二（31日）年初十，香港國際機場的停車場

加價，泊車位時租加兩元，新價26元，日租也由目
前192元，上調至208元，長期停放（首三天）
維持470元不變，但其後三天也由目前192

元，加價至208元，
跟隨日租加幅。

香港國際
機場的停

車場，合共提供超過3000個停車位，並設有時租、日
租及長期停放收費，有朋友告訴鄭晴，近期多了港人
外遊，部分駕車人士選擇駕車到機場，回程後才
取車，新安排的加幅不算過分，但就覺得市道
剛剛復甦，現時加價並不是合適的時候。

自駕過橋遊澳門

泊車轉乘全攻略

車主注意：機場泊車初十起加價

兔年春節注定與眾不同。這是香港
走向復常之後的第一個春節，這是與內
地恢復通關的第一個春節，熙熙攘攘的
街道，熱鬧非凡的食肆商場，綻放在人
們臉上的笑容，無不透露出人們對新一
年的信心。盼望了三年的春暖花開如期
而至，內地和全球經濟復甦勢頭向好，
有利香港充分發揮 「內通外聯」 的獨特
優勢，此時不加快發展，更待何時！

春節本來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但
「春節熱」 點亮的全球 「中國紅」 ，彰
顯春節的影響力早已伴隨國力的提升而
輻射全球。兔年春節為全球增添喜慶氣
氛。在英國倫敦泰晤士河畔，巨型摩天
輪亮起鮮艷紅色；在美國三藩市聯合廣
場，兔子雕塑展帶來濃濃的節日氣氛；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世界大道公園，六
塊電子屏幕點亮 「中國紅」 ；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龍舟大賽點燃春
節的活力；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兔
年主題展講述着東方世界賦予兔子的美
好寓意；在阿聯酋城市迪拜， 「歡樂春
節」 大巡遊成為另一個狂歡活動；而在
巴西東北城市累西腓，一場春節燈光秀
點亮了夜空。該市早前通過法案，將春

節定為官方節日。
玉兔呈祥，生機盎然。各國政要和

國際組織紛紛向中國人拜年，送上春節
祝福。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用中文說
出 「春節快樂」 ，視頻背景有中文的
「玉兔迎春」 和 「癸卯年」 ，並配有聯

合國郵政管理局發行的兔年特別版郵
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向全球慶祝農曆
新年的人們表達祝賀，期盼新一年給所
有人帶來安全、繁榮和機會。自從中美
兩國元首在印尼峇里島舉行峰會後，兩
國關係出現積極變化。中美關係是當今
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走向
緩和，這是兩國之福，也是全球之福。

中國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國。
中國優化疫情防控政策，中國經濟的活
力和潛能將進一步得到釋放，為艱難復
甦的世界經濟帶來了動力，為全球市場
帶來了希望。在剛剛結束的達沃斯世界
經濟論壇上，中國成為焦點。世界經濟
論壇管理委員會負責人米雷克．杜謝克
表示： 「在全球合作的關鍵時刻，我們
期待來自中國的聲音和對當前國際形勢
的判斷。」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克
雷格．艾倫認為，春節期間中國經濟將

呈爆發式增長，包括能源、製造、化工
等不同行業的成百上千家企業都熱切期
待進一步拓展在中國的業務。美國傳媒
報道，位於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和
美國各地的領事館，辦理入境簽證爆
滿。德國之聲則指出，德國經理人紛紛
返回中國，很顯然，德國企業不想錯過
外界所期待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復
甦。事實上，國際大型投行近來紛紛上
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相信，中國的
復甦極有可能成為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
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經濟滿血復活，中美關係走向
緩和，世界對中國的未來投下信心票，
期待中國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器和
火車頭。對香港來說，可謂天時、地
利、人和俱備，香港人沒有理由對未來
不充滿信心。這是全面復常的時代，這
是充滿希望的時代，這是大發展的時
代，這是兌現施政承諾的時代。香港需
要動若脫兔，盡快消除一切不利發展的
因素，加快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步伐，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大勢所趨，更
是人心所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