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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續鬆動 回港來港添易
「回港易」擬擴至粵外省市「來港易」研准內地人免檢入境
內地居民點睇「來港易」

香港與內地逐步有序地恢復跨境人員正常往來的



(

煥SIMON_UNFOLLOW（上海）： 趕緊趕緊，我不想隔離啊。
mikika88（廣州）： 太好了，單向通關都好滿足了。
胖小妹-Crowl（廣州）：但是回來內地要隔離，還是太難了。
Lily_The_Cat（深圳）：要是可行是真的好，但是一想到回廣東
還得隔離，社畜沒那麼多假期，唉……
東方慧999（南寧）：建議，低風險區可以自由往來！綠碼通行。
心懷陽光 ECHO（廣東）：來港易，回內地難（要隔離 14 天），
有毛用。
二腐宅-醫（廣州）：從香港入境的所有人士隔離 14 天 ——等於無
用，沒人會願意去香港購物消費的。
漁村晚唱（深圳）： 不清零，那邊事情辦不成也
不過去，怕死。
Suky0101（深圳）： 放寬內地人去香港，在
香港不用隔離，但內地
人去一次香港，回
來內地就要隔
離14天啊！

安排出現曙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
問大會上回答議員提問時透露，特區政府正在籌備

返程仍隔離
盼打針免檢

將方便港人免檢疫返港的「回港易」計劃，擴展至廣東以外的省市；特區政府亦構思推出
「來港易」計劃，讓獲得配額的內地人，豁免檢疫抵港，詳情稍後公布。雖然在該兩項計
劃下，回程返內地時仍要接受當地的檢疫隔離，但跨境家庭和兩地商人都希望，這是邁向
通關的第一步，希望隨着港人努力清零及積極接種疫苗後，下一步回程也毋須檢疫，最終
達至完全自由通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月 23 日起推出「回港易」
香港特區政府於去年11
計劃，在廣東省或澳門逗留的香港居民，可透

過網上系統預約每日共 5,000 個的返港名額，分別為
3,000 個經深圳灣口岸及 2,000 個經港珠澳大橋返港的
名額。成功申請者在取得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後返港
時，可豁免14天家居或酒店檢疫。
資料顯示，自計劃開始實施至今年 2 月底，共有近
8萬人次透過計劃回港，單是2月份已有逾3萬人次，
相信是與農曆新年有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早前曾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持續檢視計劃的實施情
況、疫情發展，與內地和澳門有關部門共同研究下一
步的安排。
「回港易」目前只適用於逗留廣東省及澳門的港
人，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示，政府正

在籌備將「回港易」計劃擴展至廣東以外。她續說，
正研究以同樣方式讓內地居民透過「來港易」計劃來
港，「因為同一個地方（內地）也是低風險，沒什麼
理由會有不同對待。」她表示，當梳理好建議並落實
細節時，會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

市民盼速落實擴大措施
在上海從事餐飲業的港人馮先生表示，渴望回港已
久，希望盡快落實擴大措施。他說：「我（在港）媽
媽已經逾 90 歲，但我也很久沒回去看她了，因為一
來一回已經 28 天(檢疫)，你一離開一個月，公司應如
何處理？」不過，他使用「回港易」回程返內地時，
仍需要接受最少 14 天檢疫，故希望兩地政府探討雙
程免檢疫安排。

專家倡大城市優先推行

●跨境家庭、兩地商人均視「來港易」為邁向通關的
第一步。
資料圖片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則認為，內地大部分省
市傳播風險和變種病毒風險均較香港低，可適度放寬
「回港易」並推出「來港易」計劃，又建議特區政府
應優先集中人口或商貿往來頻繁的大城市推行計劃，
切勿全面擴闊至所有地區，否則會影響防控工作。
至於應否為參與計劃的人士加設疫苗接種等條件，
他認為接種與否應只作為輔助考慮，重點是取決於當
地疫情風險。他續說，現時廣東省港人透過「回港
易」經陸路口岸入境，但如果將計劃擴展至全國或實
施「來港易」，潛伏期內的旅客經航班抵港，飛機上
的其他乘客可能有交叉感染風險，再滲入社區，屆時
有關計劃或成本地疫情防控的漏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後，香港與內地「控關」約一年，
大批跨境家庭被迫分隔兩地。左小姐及兒
子是香港居民，丈夫卻是內地人，過去母
子倆每日香港工作和上學，入夜後返深圳
居住，惟「控關」後左小姐獨自在港工
作，丈夫及兒子則在深圳生活，一家相隔
一條深圳河，卻咫尺天涯。對於「來港
易」，左小姐形容是「有來無去」，因為
丈夫若來港，回程返內地時仍要接受隔
離，「之前有朋友喺內地隔離 14 天使咗一
萬蚊人民幣，唔划算！所以我哋唔會用
『來港易』。」她希望，兩地政府洽商，
允許已經接種疫苗的香港市民，入境內地
時減免檢疫。
左小姐原本任職跨境校車的保姆，原先
與丈夫及兒子居住在深圳，去年農曆新年
期間，她趁學校放假無工開，來港做兼
職，在兩地政府「控關」措施生效當晚，
她因太晚收工未能在限
期前返內地，從此與家
人分隔兩地。
除了牽掛，左小姐最
擔心的是兒子的學
業，「因為疫情他

離，仍有不便，故希望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
商討讓內地人回程時亦免檢，下一步則讓港
人到內地同樣享有免檢疫安排。

免檢往返兩地 恢復人員流動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由於跨境檢疫限制，不少港商已近一
年未到內地處理業務，除造成不便，還拖慢
危機應變的策略制定，影響業務復甦，故業
界一直爭取兩地通關和恢復往來，特區政府
擬推出「來港易」構思是好開始。
不過，他亦指出，即使內地人員經「來港
易」來港，返內地仍要檢疫，令措施吸引力
大打折扣，冀特區政府研究有關措施時加強
與內地城市的溝通，讓內地人員免檢疫往返
兩地，才能提供誘因，加快恢復粵港兩地人
員流動，重啟跨境商業活動和旅遊。
他說，隨着本港第四波疫情漸受控及疫苗
接種計劃的推行，特區政府應盡快爭取與本
港防疫水平相若的經濟體，建立普惠型的
「旅遊氣泡」，另方面應以「疫苗護照」作

補充手段，與選定地區（如與本港社會經濟
聯繫緊密的經濟體）構建有限度的「綠色通
道」，充當「旅遊氣泡」完全開通前的先行
或優先計劃，並與廣東省、澳門政府商討，
允許「疫苗護照」持有者享有防疫措施豁
免，如縮短甚至豁免檢疫等，這除有助加快
實現通關，亦能為疫苗接種的普及提供具吸
引力的誘因。

●商界及零售業界盼藉此逐步正式通關，旅
客訪港帶動經濟。
資料圖片

旅客免檢訪港 零售可現曙光

商界盼港人北上同享免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與內地
仍未通關，嚴重影響兩地商貿活動，兩地企
業洽談生意及項目時，主要依靠視像會議進
行，惟不少情況下仍有需要面對面商談，包
括看貨辦、處理銀行業務、交收及簽訂合約
等也要在現場簽名。對於特區政府擬推出
「來港易」措施，商界均表示歡迎，相信是
兩地往來正常化的第一步，希望下一步是與
內地政府商討給予港人前往內地的免檢疫安
排，並利用「疫苗護照」與選定地區構建
「綠色通道」。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不少行業如金融、保險、進出
口以至房地產等也受「控關」影響，涉及兩
地的生意額下跌逾一半。疫情期間，一些商
務人士因生意需要，別無他選下，接受兩地
前後 28 天的隔離檢疫，無疑「來港易」措施
大大減低兩地經商人士的不便，亦為本港旅
遊消費和飲食業等提供商機。
不過，李秀恒認為特區政府單向給予部分
內地人來港免檢疫，他們返回內地時仍須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資料來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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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RJ 君（深圳）：讓部分內地人來港易，很好，一步一步往
好處走。

要網上授課，好耐無面授課，什麼進度都
跟不上，成績差咗好多。」因此她亦希望
政府能夠盡快允許跨境學童往返兩地上
課。

住酒店 14 天 花萬元人民幣
對於政府準備推出「來港易」讓內地人
免檢疫來港，她表示，措施對於他們一家
沒有太大幫助，「即使丈夫與兒子來港探
望，但回程又需要重新檢疫 14 天，除浪費
時間外，同樣浪費金錢。」她表示，內地
檢疫酒店費用高昂，疫情期間酒店、外賣
更乘機加價，「有朋友喺內地隔離 14 天已
經花費近一萬元人民幣，價格不菲。」而
且，她目前租房獨居，若丈夫來港便「唔
夠住」。
她說，兩地的新冠疫情均已受控，認為
政府有空間放寬兩地出入境政策，讓兩地
市民能夠來往自如，恢復正常生活及兩地
經濟活動，「巴基斯坦、菲律賓疫情失
控，要嚴格檢疫就無可厚非，但內地幾乎
清零，根本唔應該咁嚴格。下一步希望特
區政府與內地政府洽商，讓已經接種疫苗
的港人能夠自由往返兩地，或者只需接受
14天家居檢疫都好，咁先係惠民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
明）為防止新冠病毒輸入，特區
政府採用控關政策阻截，惟訪港
旅客「歸零」下，重創香港零售
市道。隨着近日本港疫情有所緩
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透
露，考慮提供配額讓部分內地人
可以「來港易」，免檢疫抵港，
猶如為日後通關打開一扇窗。零
售業界認為是一個喜訊，期望藉
此踏出第一步，其後待本地疫情
進一步受控，達至清零後，再逐
步正式通關。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
政府提出「來港易」對零售業
界而言是一個喜訊。他形容現
時零售市道疲弱，業界經營艱
難，希望「來港易」是正式通
關的第一步，待香港疫情受控
後，逐步恢復通關。他建議，
「政府應該畀證明曾接種疫苗
的人士，往來香港與內地可豁
免檢疫，咁各位市民也應該積

極接種疫苗。」

返內地或仍須檢疫
「來港易」雖然來港可豁免
檢疫，但返回內地時或須按有關
政策接受檢疫。邵家輝坦言：
「即是隔離（日數）少些，但總
勝於無，對業界有幫助。」
本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曾一
度連跌 20 多個月，在今年 2 月
時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則大幅反
彈，按年上升 30%，兩年來首
次錄得按年升幅。不過，邵家
輝解釋，今年農曆新年在 2
月，而去年農曆新年是在 1
月，加上去年 2 月疫情開始爆
發，使其基數較低，故認為從
數據上零售市道雖看似反彈，
但實質仍然疲弱。
他表示，本港的零售市場，
本地客源佔收入三分二，外地和
內地客源各佔收入三分一，但現
時該三分二收入「歸零」，須靠
遊客重來香港才能逐步復甦，他
形容業界現時經營仍十分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