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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日等此刻
全面通關首天 逾24萬人次出入境 「一小時生活圈」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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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香港與內地昨日全面通
關，不少港商急不及待北上公幹。疫情下3年沒有回過廣
州巡視業務的廣東省青聯常委彭穎生，昨日大清早坐高鐵
列車到廣州，僅花一小時便到埗，「不得不讚全面通關安排
非常順暢，心情好興奮。」

1小時到廣州 眨眼回公司
彭穎生揀了昨晨8時許開出的高鐵班次，「話晒3年無搭高鐵，

我提早一小時到達高鐵站，發現辦理登車手續快過打針，現在搭車不
用再出示紙本車票，用回鄉證便搞掂，加上不用做核酸檢測，不用15分

鐘就入到候車室。」
看見闊別了3年的高鐵列車，他不禁拿出手機自拍一番。車程1小時便
到達廣州，眨眼回到公司，彭穎生笑言歸心似箭：「感覺既熟悉又陌
生，公司重新裝修後我都未返過去，也請了一些新同事。」他
說，以往每周都會回廣州公幹，但疫情爆發後無法回內地，
過去3年只能透過視像會議處理內地業務，雖然溝通
一樣無阻，卻始終不及親身見面來得親切，

「以後每周都會返來（廣州）一
次。」

趕搭高鐵北上巡廠
港商：好興奮

暫停開放3年的羅湖口岸昨日清晨5 時55分已人聲鼎沸，大批市民搭
乘首班車到達，港鐵職員向他們派發口罩及酒精搓手液等紀念品。

由於口岸上午6時半才正式開放，口岸鐵閘聚集逾百人等待開啟。相隔
兩年再回鄉的陳伯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覺得等得好辛苦。」
疫情使他與家鄉親友沒能相見，他計劃今次回鄉住上20多天，「無什麼
特別節目，只想回去看看，與家鄉親友飲茶。」雖然新春前兩地實施首
階段復常通關，但他指當時北上南下也有諸多要求，令他卻步，「又要
預約，又要核檢覺得麻煩，現在冇咁麻煩。」

母女久別重逢 相擁喜極而泣
等了又等，終見入境處職員拉起鐵閘開關的歷史時刻，大批市民急不

及待跑進大堂，想奔往暌違3年的深圳。已完成翻新工程的羅湖口岸地
方寬闊不少，予人耳目一新感覺，過關手續與疫情前相若，最大分別是
過關人士需要填寫電子健康申報表，部分長者未熟習，要職員協助完
成，其餘流程也十分暢順。
甫踏出羅湖口岸聯檢大樓，處處是骨肉團聚、知己久別重逢的溫馨畫

面。祖籍黑龍江的陳女士在港定居20多年，其70多歲的父母則於深圳
生活，疫情前陳女士每星期都會到深圳探望父母，但疫情爆發後，一河
之隔的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他們平日只能靠視頻通話一解
相思。講到過去三年的辛酸和苦澀，陳女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不禁
潸然淚下。
記者跟她在口岸等了片刻，她不斷東張西望迫切想見到父母。未幾，

一對熟悉的身影走進她視野，分隔3年多的一家三口奔向對方緊緊相
擁。陳母說：「終於等到（相見），真的不容易！」說罷又不禁落淚。
一旁的陳女士連忙安慰說：「都熬過了。」然後趕忙叫旁人為他們拍攝
時隔3年的全家福，三個人的臉上綻放着終於見到至親的燦爛笑容。
原來陳女士趁昨日全面復常通關，報了一個在羅湖口岸集合的佛山

團三口子挽手同遊。陳母向記者表示，3年多以來非常掛念獨生女，
早前內地與香港實施首階段復常通關時，因為兩老年事已高，早前又
曾確診新冠病毒，身體狀況不如從前，不便長途奔波，加上當時所需

的手續複雜，有工作在身的陳女士又不便北上，等到昨日才一家團
聚，「天天盼，終於盼到了，非常高興。」她希望與女兒去佛山旅行
享受天倫之樂。

兩地關口順暢 市民讚譽有加
由於全面復常通關北上南下都十分方便，港深重拾「一小時生活

圈」，不少市民北上走走看看。鄭先生昨日到深圳與3年多未曾見面的
親戚飲茶相聚，並打算在深圳玩幾日才回港，他說：「過關流程與疫情
前一樣流暢，很快便過了關，香港關口以及內地關口做得很好。」

闊別3年多，香港與內地終於在昨日實現市民翹首以待的全面免檢疫復常通關，疫情前過境人次最多的羅湖口岸重

開，逾百港人急不及待搭港鐵首班車北上，口岸全日人潮如鯽，處處上演久別重逢的溫馨戲碼。有分隔四年的港深家

庭甫見面即相擁而泣，老邁母親含淚說：「終於等到（相見），真的不容易！」與首階段復常通關最大分別是今次無

須預約及核酸檢測，隨時可起行，親友相見終於變得容易，故不少港人到深圳走走看看，或相約當地好友飲茶相聚，

即日來回亦無妨，重拾昔日港深「一小時生活圈」。截至昨日晚上8時，累計超過24.3萬人次出入境，其中北上佔超

過12.8萬人次，南下超過11.4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暫時關閉3年的羅湖
口岸昨日重開，並迎來首個香港赴粵的旅行團，30
名團友迫切想「報復式」旅行，遊歷內地名山大
川，「已經有3年多沒有來內地旅行，專程選擇報全
面通關首日的旅行團去暢快遊玩，本月中再報第二
個團。」旅行社負責人對業務能重新出發感到雀躍
及興奮，感慨疫情下不少職員被迫轉工，領隊也要
轉做接線生及網約車司機維生，好不容易熬出頭
來。他們期盼，之後有更多港人報團到內地遊玩，
促進旅遊業復甦。

旅遊從業員 做回老本行
羅湖口岸昨日早上8時許迎來首個香港跨境旅行團。

香港一家旅行社組織約30位香港中老年遊客及其內地家
人，前往佛山等地旅行3天，有多名旅行社職員身穿鮮
艷制服及手持導遊旗在羅湖口岸接待團友。
該旅行社負責人陳先生表示，3年來首次帶團來內地

遊玩，他和這些遊客都十分高興，「我們旅行社等了3
年，之前的職員都從五湖四海趕回來做老本行。」
他指出，3年疫情使旅遊業受重創，期待羅湖口岸重

開及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後，加快旅遊業復甦的步伐，
陳先生表示未來旅行社將經常組織香港遊客前來內地遊

玩，預計每天有十多個團出發。
隨團領隊容先生表示，今次行程安排的景點以各類公

園為主，亦安排團友入住五星級酒店及品嘗地道美食，
希望旅客玩得開心、舒服。他指今次是時隔3年再次在
羅湖口岸帶香港旅行團去內地遊玩，感到非常雀躍，
「我們得知羅湖口岸要重開的消息便立即組團，短短幾
日內便有約30人報團出遊，全部都是跟開我們旅行社的
老友記，十分感謝他們的支持。」

消費不設限 遊完再報團
團友譚女士昨日與十多名朋友一同出發去遊玩，感到

十分開心，「3年多沒有到內地旅遊，疫情之前我每個
月都會一行幾十人包團從羅湖出發去旅行，今次得十幾
個朋友報團算少。」她表示，今次不設特定消費預算，
本月中亦會參與旅行團前往其他省市。
卓女士也與一眾朋友隨團去佛山，「疫情前非常喜歡

與朋友們四周圍旅遊，這3年疫情被關得好悶。」因此
全面通關後便迫不及待到處旅遊，她與朋友還報團下月
初到土耳其旅行。她表示，「黑碼」是過關最大難題，
她花半小時填寫健康申報表，「唔係個個都識，大家都
停喺度，每個人花幾分鐘，加起來就好長時間，希望能
用紙本健康申報表取代。」

‧羅湖站出閘後，使用「e-道」掃描香港身份證及指模，或
透過人手櫃位辦理離港手續

‧填寫健康申報表，可透過微信（WeChat）小程式掃描內地
海關顯示的二維碼，進入「海關旅客指尖服務」頁面，輸
入資料完成健康申報。

‧取得「黑碼」後，自行於機器上掃描二維碼即可

‧持回鄉證使用閘機或人手櫃位辦理入境手續，記得脫口罩

羅湖口岸過關流程

各口岸昨日出入境人次
（截至晚上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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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報復式」旅行
組團遊歷神州名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與內地各口岸
全面開通，羅湖口岸是陸路口岸中最繁忙，香港
特區署理行政長官陳國基昨日一早到羅湖管制站
視察，了解恢復全面通關後首日情況，同行的包
括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和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他們在口岸離境大堂入
境處櫃位前了解，聽取執勤入境處人員簡報通關
所涉不同環節的工作，其間亦有與市民交談，入
境處處長區嘉宏亦在場。一行人逗留約20分鐘後
離開。

讚各口岸整體運作良好
陳國基表示，與內地全面通關各口岸整體運作良

好，往來口岸的本地交通配套亦到位。他欣悉口岸
秩序良好，並指示各相關部門密切留意人流情況，
做好人流管理，尤其是在星期六、日和假期等較多
人過關的日子，確保口岸運作安全、有序和順暢；
亦會提醒相關部門與港鐵及其他公共交通營辦商保
持緊密聯繫，確保口岸有足夠公共交通服務，以及
按需要實施乘客管理措施和調整班次。他又說，會
繼續仔細檢視兩地全面通關運作情況，並與中央及
粵、深政府相關單位保持緊密溝通，務求全面通關
持續順利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弦）經過新冠疫情三年
摧殘，毗鄰羅湖口岸的羅湖商業城人氣不再。昨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該商城，雖然有不少商戶
復業，但人流不多，有商戶慨嘆說：「記者多過
客人！」直言畢竟「控關」三年，港人的消費模
式已改變，部分人會轉向網購，商戶唯有轉型做
服務業，例如美甲、按摩、度身訂做衣服等，希
望慢慢恢復人流，「等到全面通關已經好心足，
不少商戶等唔到已執笠。」

本月續維持免租 管理費減半
過往是北上港人必然「到此一行」的羅湖商業

城昨日重開，但個別樓層十室九空，人流也今非
昔比。羅湖商業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
勝安表示，本月還是維持免租和管理費減半的措
施，至於下月的紓困措施要視乎全面通關後的情
況而定，料本月底有定案。
商場的紓困措施，助商戶捱過寒冬。美甲店負責

人冷女士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疫情下三年從未開
舖，不少員工已轉職或需兼職賺錢維生，「今次復
業，回巢做返老本行的員工較少。」但人流不多，
故少量人手也能應付，她表示得知羅湖口岸重開，
有不少熟客發消息詢問店舖有沒有開業，「不少熟
客表示會來深圳幫襯，我支撐到現在完全是因為這
班香港老顧客。」她表示，昨日也有幾名熟客預約
做美甲，「未完全回復生意水平，可能因為香港與
深圳的疫情仍未完全緩和，香港客人還可能有顧
慮。」冷女士期盼羅湖口岸商業城的人流慢慢恢復

到疫情前水平，讓生意也收復失地。
另一名美甲店店主陸小姐昨日一早整理、打掃

店舖，她透露疫情期間一直停業，要靠丈夫打工
維持生計，「（全面通關）期待好久了。」她直
言，生意不可能一下子恢復，「一天做到一兩宗
生意已經不錯，相信要三四個月才會恢復。」

多港人辦理銀行戶口「解凍」
女裝店負責人張女士承認，昨日全面復常通關

首日的商業城仍冷清，「沒有好多人來逛街，但
有得復業已好安慰。」她在商業城已經營業17
年，疫情下關門了三年，偶然有香港熟客在線上
購買衣服，張女士會郵寄予客人，「停業三年間
不用繳納任何租金，只需每個月繳納幾百元人民
幣的管理費，感謝商業城的體諒，希望全面通關

之後，客流量、生意慢慢恢復到疫情之前。」
港人陳先生昨日則重臨商業城四處走動，觀察

有沒有「靚嘢」可以購買送予父母，他表示：
「我差不多有四年未有過內地遊玩消費，今次過內
地主要為逛街購物。」陳先生表示，在深圳逗留幾
天，其間會與深圳的朋友一起聚餐及遊玩，之後會
前往廣州探望八十多歲的父母。陳先生表示，今次
過關填寫「黑碼」時，因自己不懂得如何填寫上
面的內容，再加上排隊，於關口滯留了不少時
間，好在有關口職員耐心為旅客提供幫助。
位於商業城的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也

人來人往，不少港人辦理戶口「解凍」手續，有
港人說：「我的回鄉證都過期，連帶銀行戶口都
註銷了，所以來深圳的第一件事是恢復戶口，打
算辦完就返香港。」

1) 羅湖橋網絡不穩定，建議

市民於香港預先填寫

2) 羅湖橋設有特別通道，放

置多部電腦，供未能成功以電

話完成健康申報人士使用，現

場也有工作人員提供協助

◆◆情侶自拍留念情侶自拍留念。。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記者曾興偉 攝攝

◆羅湖口岸3年來首次迎接香港旅行團，團員此行將遊
覽佛山，非常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美甲店負責人冷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羅湖商城人氣未聚 商戶：通關就有盼頭

◆羅湖商業城昨日有多家商舖復業，但人氣未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貼士

◆港商彭穎生昨日搭高鐵
到廣州打理工廠業務。

◆相隔多年再相見，陳女士(中)與父母
昨日在羅湖口岸久別重逢，相擁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昨日，署理行政長官陳國基到羅湖管制站了解香港與內地全面
通關首日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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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闊別33年多年多，，香港與內地終於在昨日實現全香港與內地終於在昨日實現全
面免檢疫復常通關面免檢疫復常通關，，疫情前過境人次最多的羅疫情前過境人次最多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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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口岸時隔三年重開已換上
新裝，翻新口岸的廁所、改動上
落電梯、購票區位置等，令離境
大堂有更多空間，改善人流順

暢，便利市民通關。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實測過關情
況，感受整個過程與疫情之前相若，由於記者預先填
寫電子健康申報表，整個過關流程十分順暢，全程約
為15分鐘。但對於一些長者而言，數碼鴻溝仍是難以
衝破的關卡，記者回程時也因為網絡不穩，擾攘20分
鐘才重新登入填報系統，不少長者表示希望兩地政府
容許他們改用紙本的健康申報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於首階段復常通關時，亦曾實測
深圳灣口岸及高鐵西九龍站過關流程，相比之下羅湖
港方口岸的閘機較敏銳，深圳灣及高鐵的自動證件檢
測機偶然也會出現感應不靈，例如放證件機器後沒有
反應，需重新插入身份證3次才能過關，但羅湖口岸
沒有這種情況。

與疫情前不同的是，旅客不論從哪個口岸過關都
需要填寫健康申報表。記者昨日在羅湖港方口岸的
入閘處觀察，發現有不少旅客停留填寫電子健康申
報表，當中大多數是中年老人，有港鐵職員為旅客
提供幫助，到達深圳口岸時需要掃健康申報碼
（「黑碼」）檢查才能過關，沒提供紙本健康申報
表予旅客填寫。

「黑碼」不單考起長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於羅湖
回程返港時，也因信號問題，數據有誤，無法登入
網站填寫回程的健康申報表，而滯留約20分鐘，記
者向現場職員詢問會否提供無線WiFi網絡，職員表
示現場沒有提供，旅客只能用自己的手機數據流量
填寫健康申報表，但始終是邊境位置，網絡不穩是
常有之事，希望政府研究提供WiFi網絡。

兩邊口岸也安排大量職員為旅客提供協助，不
過仍然有大批中老年過關者無法操作手機填寫電
子健康申報表，更有旅客以為全面復常通關就不
需要填寫「黑碼」，不少過關人士希望政府加大
宣傳告知港人或內地居民，讓他們在行程前做好
準備填寫完畢，並提供紙本表格供長者及兒童使
用，以提高過關效率及速度，避免大量擠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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