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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優化防疫措施，加上1月8日兩地正
式推行首階段免檢疫通關，過程有序、安
全、順暢，令人振奮及鼓舞。中國大門重新
開放，美國、加拿大等少數國家卻要求來自
內地及香港入境的旅客進行核酸檢測。以美
國為首的、曾經叫嚷要中國「放開」的國
家，現在卻以內地疫情變化為由，宣布對來
自中國的旅客採取限制入境政策，自相矛
盾，將抗疫政治化暴露無遺。

特區政府已去信相關國家的駐港總領事表
達關注，並闡述香港最新防疫安排，希望有
關國家重新檢視措施。其實香港本地第二、
第三針的疫苗接種率已達到高水平，社會亦
已建立較為廣泛和整體的防疫屏障。少數國
家別有用心地掀起針對中國的「政治病毒」
戰，例如美國當局規定，「所有來自中國內
地和港澳的旅客將須持有出發前48小時內
新冠檢測陰性證明才能入境美國，以『減
慢』新冠病毒的傳播 」，更無端指責中國
提供的新冠疫情數據不夠「充分和透明」。
美國及少數國家無視中國對控制疫情的努力
和真實情況及數據，不符合抗疫科學，只是
政治伎倆。

從科學上說，內地當前流行的毒株以
BA.5.2、BF.7為主，之前已經在世界各地傳
播。這意味着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現新毒
株，限制中國旅客入境有何意義？世衞組織
流行病學家瑪麗亞‧范‧科克霍夫就指出，
目前已經有超過500個亞系Omicron在全球

傳播。《華盛頓郵報》稱，
「Omicron 一 個 新 後 代
XBB.1.5正在紐約和美國東北
部地區流行。」多國衞生健
康專家都認為，沒有必要對
中國旅客實行入境限制措
施。

香港去年經歷了第五波疫情，已經具有
較高的群體免疫屏障，與此同時，香港較
高的疫苗接種率(三針接種率超過八成)和持
續落實「口罩令」，亦構建了較為嚴密的
防疫「保護罩」，而且香港早在去年已經
有序開放，重新融入世界。如今，中國疫
情的高峰期已過，而且沒有出現新病毒，
少數國家和地區利用內地疫情為藉口，對
內地和香港旅客入境設限，根本不符合疫
情的實際情況，只是為了抹黑、孤立中
國，兼且損害香港利益。

回想當初，內地與香港採取嚴格防疫政
策，全力保護人民健康安全時，就被西方抹
黑為「閉關鎖國」，不停嚷要內地和香港
「放開」，否則就是沒有自由和人權。如今
內地根據疫情變化，優化調整防疫政策之
後，與香港一同陸續開放，融入世界。有關
國家即時變臉，大肆宣揚中國疫情「威脅」
他國防疫，攻擊中國「輸出病毒」，並出台
歪曲事實、違背科學的入境限制政策。由此
可見，這些國家目的不在抗疫，而是把防疫
當政治牌打，何其虛偽無恥。

3年的期盼，3年的希冀，無數如我一樣的
港漂們，終於迎來了香港與內地的通關！1
月8日，兩地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第一
天，出現一幕幕感人場面，有人與相隔良久
的親朋擁抱，也有人趕往探望在病榻上的至
親，內心的激動溢於言表。我不由自主地感
慨：期待我們回家的，是成千上萬個內地家
庭；期待港人走進內地的廣闊天空、加速香
港和內地的深度融合與協同發展的，是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事業。

疫情3年期間，我們真的很想念家鄉。曾
幾何時，歸鄉之路那樣艱難又漫長：航班熔
斷、一票難求；驛站名額、全憑運氣；酒店
隔離，讓本不多的假期捉襟見肘，甚至根本
無法成行。去年秋天，一個比我小幾歲的年
輕朋友，在內地的兄長不幸離世，萬分悲痛
的他，要回去為兄長送行，卻因為搶不到內
地健康驛站名額，而錯過送兄長最後一程；
前年除夕，與我同一個辦公室、來自上海的
小伙子，在寒風中默默流淚，談了幾年的戀
人，實在無法忍受這樣的異地相隔，提出了
分手。這3年，每每有復常通關的消息，都
牽動着港漂的心。作為中國人，沒有人能割
捨那濃濃的親情和不變的鄉愁。

疫情3年，我們真為香港暗暗焦急。往日
熙來攘往的內地遊客人潮不再，身邊不知多
少陪伴我們的小店紛紛結業。去年今日，我
回母校香港大學辦事，沿般咸道一直走，發
現那承載着我青春記憶的理髮店、咖啡店、
茶餐廳都結業了。經濟不景氣，帶來的現實
分量，正正體現在民生艱難。對於我們港漂
來說，在香港求學、生活、工作，這裏有我

們的青春足跡、生命印記，我們念茲在茲，
不論我們來自何處，香港也都是我們的又一
個故鄉！我們當然希望香港越來越美好、興
旺！可是，沒法輕易與內地往來、頻密交
流、深度融合，沒有內地的廣闊市場，夯實
經濟基礎、發展多元產業，就難以有良好的
條件。

如今，終於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了。這
個春節，很多港漂將踏上歸鄉之旅，不論是
成雙成對的年輕伴侶，還是挈婦將雛的中年
人，不論是在港求學的內地生，還是在香港
工作的公派人員，那與親人團聚的希冀終於
不再漂泊。回到內地的港漂，一定會將香港
國安法出台後，維港兩岸的朗朗乾坤、氣正
風清，將香港的新變化，告訴內地的親人、
朋友，吸引更多的人到香港旅遊觀光、工作
生活。這注定是更美好的希冀，更美好的願
望。

新春之後，港漂一定更加忙碌。因為我
們更要用實際行動，腳踏實地建設更加美
好的香港。不論是金融業的翹楚，還是科
研一線的尖兵，不論是為香港市民服務的
專業人士，還是身處基層的社工，我們要
在《青年發展藍圖》的指引下，兢兢業
業，多做事，做好事，做實事，迎接復
甦，讓維港兩岸更加繁榮穩定。與此同
時，我們更要發揮來自內地、熟悉內地的
優勢，做好橋樑紐帶，既講好香港故事，
又傳遞內地聲音，促進香港和內地融合得
更加緊密。這注定是一個新的春天，一個
更富有活力、朝氣的春天。在這片春光
裏，我們的青春必將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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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復常通關機遇 發揮優勢大有作為
兩地首階段復常通關是新年的喜訊，是民心所向，

更是香港發展重回正軌的機遇所在。過去3年受疫情影

響，香港不能與內地正常通關，導致不少分隔兩地的

家庭只能透過視像電話聯絡，在兩地有業務的企業、

跨境學童等人群都因為疫情阻隔而遇上很大的往來不

便，甚至業務、學業面臨困難；而且內地旅客大幅減

少，香港的餐飲、旅遊、零售業步入寒冬，有大量餐

廳和商店結業。不能正常通關，更意味着香港不能充

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香港的

經濟民生發展承受巨大壓力。恢復正常通關後，香港

要加強與內地持續深度融合，積極扮演好聯通國內國

際雙向橋樑的作用，香港發展大有作為，風光無限。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珍視重視香港的優勢，關
心關切包括香港居民在內兩地民眾對復常通關的
殷切期盼。特區政府一直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通
關的可能性和具體安排，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到
北京述職時向中央領導如實反映了香港居民的訴
求。當疫情逐步平穩受控，中央和特區政府因時
制宜，迅速調整優化防疫措施，在雙方不懈努力
下，終於落實首階段免檢疫通關。

各行各業看到復甦希望
通關良好效果立竿見影。我們從新聞報道看

到很多感人溫馨的親友團聚畫面，香港各行各
業看到復甦的希望，已準備就緒迎接內地遊
客，就連港股也受通關效應刺激而造好。種種
跡象都顯示，通關強力支持了香港活起來、動

起來，社會各界都應該充分把握通關帶來的機
遇，發揮自身優勢，讓世界更清楚看到香港與
內地血脈相連，讓內地企業通過香港開拓國際
市場，外國投資者通過香港暢通無阻進軍內
地，東方之珠持續發出耀眼光芒。

香港要把握通關契機、提升優勢，首先要加
強對外宣傳通關的效應，以通關為招徠招商引
資。日前，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到訪印尼雅
加達和新加坡，宣傳香港最新的營商優勢，包
括粵港澳大灣區所帶來的商機。大灣區商機處
處，當然不只旅遊零售，金融服務、家族辦公
室、創新科技、創意產業，以及商業及專業服
務，而是大灣區蓬勃發展的高增值產業。這些
產業都可以在香港設立或擴展業務，並拓展到
大灣區市場，開拓更廣闊空間。另外，在吸引

人才方面，特區政府雷厲風行推出一系列「搶
人才」措施後，已初見成果。「高端人才通行
證計劃」至今已接獲近3,800份申請，平均每
日有350份至400份申請，當中六成已獲批。
恢復正常通關後，相信更便利申請人來港發
展，聚天下之才為香港所用。

看清優勢充滿信心
香港和內地3年來未能正常通關，有不少人

擔心，香港的優勢被嚴重削弱，甚至已被競
爭對手取而代之。疫情期間，有一些企業將
地區總部從香港遷移到新加坡，也有部分香
港人才移民到新加坡。不可否認，新加坡也
擁有面向世界的優勢，新加坡也很積極進取
搶企業、搶人才，可是香港擁有祖國這個堅

強後盾，香港有求，祖國必定有應，這個優
勢是新加坡難以擁有的。第五波疫情最艱難
時期，中央關懷支持香港抗疫，源源不絕提
供抗疫物資，派來專家醫療團隊提升香港抗
疫能力，協助香港穩控疫情，保障了港人的
健康安全；疫情受控後，立即作出有序通關
的安排，為香港重振經濟民生提供新機遇。
中央對香港支持每一步都是多麼及時、貼心
和到位，切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增強了港
人的幸福感、獲得感。近年有去過新加坡的
企業界人士也發現，香港始終有些獨特優勢
和吸引力，是新加坡不能相提並論的，例如
展覽業的首選一定是香港。香港應看清優
勢、知己知彼，對未來充滿信心。

陳子遷 律師 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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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爆發了一場大
規模的暴亂事件。暴亂分子宣稱他們不承認巴
西去年10月的大選結果，要求進行軍事干
預，要麼讓極右翼的博爾索納羅重新掌權，要
麼把已宣誓就職的盧拉總統趕下總統職位，氣
焰之囂張令人髮指。盧拉稱這次暴亂襲擊在巴
西「沒有先例」，暴亂分子必須「受到懲
罰」。當天正在巴西東南部城市阿拉拉誇拉視
察遭受嚴重洪水襲擊地區的盧拉，在事件發生
後迅即簽署一項法令，宣布巴西聯邦政府對巴
西利亞進行強行干預，給予聯邦政府在恢復首
都法律和秩序時賦有特殊權力。目前暴力事件
已基本平息，數百名暴亂分子被拘捕，等待他
們的將是法律的嚴懲。

巴西利亞的暴亂事件令人震驚，影響惡劣，
目前看至少有三點值得關注深思。

首先，這一暴亂事件與2021年初美國首都
華盛頓發生的國會山暴亂事件幾乎如出一轍，
包括動機、暴亂方式與訴求。2020年底美國大
選後，以極右翼自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
韙，全盤否定大選結果，不僅以各種卑劣的手
段企圖推翻大選結果，而且野蠻地唆使、慫恿
其在全國各地的極端支持者在2021年初衝到
華盛頓，闖入美國國會山，企圖以「暴力民
主」逼迫國會推翻選舉結果，接受讓特朗普繼
任的荒唐訴求。巴西如今發生暴亂事件，絕非
偶然。

其次，巴西暴亂事件表明所謂的美式「民選
民主」已經腐爛變質，「暴力民主」正在猖
獗。美國一再以「民選」作為「美式民主」的

主要資本，在世界上炫耀兜售，並不斷攻擊指
責別國的政治社會制度。但事實上，這種「民
選民主」日益暴露出其種種弊端，而特朗普宣
揚的「暴力民主」更是危害無窮。「美式民
主」早已淪為美國極端政客們的政治工具和政
治玩物，他們只是根據自己的政治利益需要任
意解讀，任意使用，任意篡改，任意糟蹋。在
眼見對自己有利時就宣揚「民選」，在發現不
利時就公然宣稱「民選」有作弊，拒不承認選
舉結果，甚至對明明有人監督的電子投票和計
票結果也予以徹底否定。

特朗普這麼做，博爾索納羅也是這麼幹。巴
西去年10月大選第一輪未果，在當月底第二
輪選舉後博爾索納羅拒不承認盧拉以微弱多數
當選總統。如今暴亂分子敢衝入巴西國會、最
高法院和總統府，顯然是有人在幕後唆使鼓動
和密謀策劃而致。

第三，美國的「民選民主」和「暴力民主」
正在產生惡劣的外溢作用。這種所謂的「民選
民主」造成美國和巴西等國社會與民意的分裂
分化，如果再像病毒一般擴散到世界其他國家
和地區，必定會有更多國家與民眾遭殃，給世
界帶來更多的不確定、不穩定性。

目前盧拉雖然掌控了巴西的政治大局，拉美
多國領導人和國際上不少國家也表示支持盧
拉，譴責巴西的暴亂事件，但在巴西國內，政
壇仍不穩定。博爾索納羅的極端支持者不在少
數，他們不會甘心於盧拉的執政，未來巴西政
局仍值得高度關注。對國際社會而言，重要的
是認清美式民主的偽善本質，拒絕受其荼毒。

巴西暴亂的根源是美式劣質民主
馬 躍 資深評論員

香港與內地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有利於
本港經濟復甦，為推動零售業、旅遊業、酒店
業等各行業的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無數跨境家
庭也能結束長期分離與家人團聚，符合民意，
相信很快會逐步、有序、全面恢復正常通關，
對此各界充滿期待。

此次兩地能夠順暢地實現免檢疫通關，與兩
地政府的努力密不可分。特區政府急民所急，
回應市民關切與訴求，做到了「以結果為目
標」。

當然，這些只是開始，通關之路絕不僅止於
此。在疫情之前，兩地每日來往人次約有60
萬，加上此次通關正值農曆新年時段，時隔近
3年，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港人北上探親、
團聚過年情切，然而過年時段的預約名額是
「僧多粥少」，如何做好預案應對可能出現的
問題，對特區政府來說是一大考驗。行政長官
李家超多次強調，通關將會是「逐步、有序、
全面」，那麼期待特區政府密切觀察通關初期
的情況，及時作出檢討修改。若屆時疫情沒有
太大的起伏，醫療系統亦有力負荷，相信很快
能夠在農曆新年前增加通關名額及開啟更多口
岸，並逐步增加往返兩地的海陸空交通班次，
保證春節高峰期讓每一個想回家團聚的港人都
能實現願望。市民亦注意到，此次通關名額沒
有設置特定的恩恤配額，給予有特殊急切需要
如喪事、緊急探病之人士，這類人士其實應保

障他們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第一時間回去內地，
希望稍後特區政府在實施下一階段方案時，可
將這一考慮納入，展現多一些人文關懷，明確
保留一定數量的配額照顧有迫切需要的普通市
民。

此外，香港與內地首階段免檢疫通關要求來
回均要持有48小時核酸證明，目前政府有85
個社區檢測中心或檢測站，以及14個營辦
商，加上部分私家醫院或化驗所亦可進行核酸
檢測，相信能夠應付通關的檢測需要。不過，
檢測人手未必如疫情高峰時充足，近期不少核
酸檢測點出現大排長龍的情況，加上本港核酸
檢測的費用較高，對於短期內需要頻繁往來內
地的市民而言，亦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參考澳
門與內地的往來已不需要查驗核酸檢測結果，
免卻檢測無疑將更有利於兩地人員交流，給市
民帶來更多便利的同時，也能節省市民的出行
成本，值得香港在下一階段通關時實施。

總而言之，是次兩地通關，令全港振奮，各
行各界都積極準備復常，意義重大，影響深
遠，有利於推動社會全面復常、經濟全面復
甦。在喜悅的同時，也期待特區政府根據首階
段通關的情況，盡快公布下一階段的措施，有
序、逐步地實現全面通關，讓港人回鄉過年更
方便、順暢，亦加快香港復常步伐，讓本港在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加持下，推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迎來更好的明天。

完善過關流程 推動穩步復常
張文嘉 博士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常董 海南省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