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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环球时报报

道 香港与内地免检疫通关

停了近 3年，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从北京述职回

港，宣布中央批准逐步有序

让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为

市民带来盼望已久的“新年

礼物”。

“逐步、有序、全面通关”
李家超 12 月 24 日在

香港机场见记者时宣布，

“跟内地通关可以实现了，

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

通关”。特区政府会实时联

系有关单位，包括卫健委、

港澳办、广东省和深圳市政

府，沟通联系，大家积极寻

求获得共识的方案，报请中

央审批，“目标是尽快达成

共识，将我们同意的方案提

交中央审批，予以在 23 年 1

月中之前落实”。他透露，特

区政府已实时成立通关事

务协调组，成员包括 15 个

政策局，由政务司司长陈国

基带领，尽快制定方案，达

成共识。

至于全面通关有没有

时间表，李家超表示，要做

到逐步、有序以达到最终全

面开放，“第一时间要处理

的是人数问题”，在过关时

一定要安排大家在排队方

面、过程方面，都要做到顺

畅，一定要做到不出乱、安

全、有序，所以必须充分评

估风险以及作准备”。他衷

心感谢中央关心香港，让本

港因疫情而分隔 3 年的家

庭再团聚，让工作、旅游可

以恢复，让香港经济可再提

振，让香港社会更全面地活

起来、动起来，给予香港一

个昌盛、温暖的 2023 年。

据报道，12 月 25 日下

午，协调组召开第一次会

议，李家超返抵政府总部，

多名官员陆续抵达。下午

5 时许，陈国基在社交网

站发文称，当天会议就口

岸运作、交通配套、风险管

理等不同环节，商讨并协

调所需准备工作，而行政

长官也特意前来嘱咐与会

者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做

好通关安排。陈国基同时

提到，大家方向一致，就是

尽快拟出一套稳妥的通关

方案，达成共识后随即提

交中央审批。

12 月 24 日，澳门特首

贺一诚在北京述职后返抵

澳门见媒体时表示，国家

会出台新政策，预料在 10

日 8 日内公布，“是向好的

方面发展，相信会让市民

满意”。

跨境家庭热盼团聚
“这是最好的新年礼

物！”不少香港市民如此表

态。从 2020 年 2 月 4 日零

时起，香港特区关闭了罗

湖、落马洲、皇岗口岸以及

港澳码头。此后，两地通关

一直没有实现。《东方日报》

12 月 25 日报道了王女士的

遭遇。她一家三口在香港生

活，但父母、兄弟姐妹都在

内地，母亲患癌症，需要定

期吃药和复诊，她因此一直

盼望回乡探亲。事实上今年

2 月她曾回乡探亲，当时内

地隔离安排是“14+7”，她前

后花了 6000 港元在隔离酒

店等费用上，让居住劏房的

她大叹难以负担。得悉明年

1 月可落实免隔离通关，王

女士形容这是最好的“新年

礼物”，因为她可以赶在春

节前回乡与家人团聚，也可

随时随地回去探望母亲。9

岁的浩铭与在内地的妈妈

分隔 3年，母子只能通过手

机屏幕视频通话。“希望这

是最后一个两地分隔的圣

诞节了”，浩铭的爸爸感慨

道。

一直关注内地和香港

家庭问题的小区组织协会

副主席施丽珊坦言，很多跨

境家庭都盼望早日与家人

团聚，通关的消息确实是一

大喜讯。恢复通关后，分隔

两地的家庭便无须再承受

检疫隔离的沉重经济负担，

或担心“因请假，被炒”的风

险。

让香港全面走向复常
分析称，几十万跨境家

庭团聚的需求，是香港必须

尽快实现与内地通关的紧

迫推动力。此外，这也是由

香港“超级联系人”的独特

地位决定的，香港之所以成

为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因为

背靠内地这个巨大的经济

体。如果不能成为内地和国

际之间资金及人员交流的

桥梁，国际金融中心就会成

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曾直言，要

保持香港的经济发展，必须

首先与内地通关。

全港各区工商联会长、

选举委员会委员(中小企业

界)卢锦钦 12 月 25 日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过去 3 年的

疫情让许多香港中小企业

受到了很大打击，尤其是一

些商务往来被迫暂停，即使

能够申请到一些商务往来

的配额，也免不了隔离。“我

相信对于我们香港的中小

企业而言，从明年开始会是

一个再出发的机会，”卢锦

钦兴奋地说道。在他看来，

内地和香港恢复双向流通

后，首先会促进香港旅游、

酒店和餐饮行业的复苏，包

括中小企业在内的零售消

费方面的营业额至少能增

加 50%。另外，由于全球经

济复苏的疲软，一些香港中

小企业也急需回到内地寻

找合作商机，“目前来看，国

际金融环境仍然受到包括

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如

果内地的大市场可以打通

的话，相信一些企业能够在

内地找到一些合作机会，”

卢锦钦说。这对于香港整体

GDP 的增长都会是一个很

大利好。

香港社会感谢中央同

意逐步有序通关，期待“通

关事务协调组”抓紧对接

内地有关机构，早日落实

细节。民建联主席李慧琼

希望特区政府可在每日人

数方面安排较高配额，满

足更多市民需要。旅游界

议员姚柏良表示，通关消

息让同业见到真正的复苏

曙光。行政会议成员、经民

联副主席林健锋表示，过

去 3 年抗疫，香港与内地

隔绝人员往来已久，严重

打击本地经济活动，很高

兴李家超北京之行带回好

消息。立法会议员颜汶羽

也说，逐步通关有助于带

动香港旅游业及来港的商

务活动，同时推动周边消

费链，为零售、餐饮、酒店

业等创造商机，让香港全

面走向复常。

（叶蓝 陈青青）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

“九二共识”30 周年论坛近

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内地、

香港与台湾的百余位知名

人士和专家学者，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共同探讨

“九二共识”的思想内涵、历

史意义与实践启示。

1992 年，海峡两岸关系

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

会受权就在两岸事务性商

谈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事宜进行协商。经过当年

10 月香港会谈及其后一系

列函电往来，达成了各自以

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

识，后来被概括为“九二共

识”，其核心要义是“海峡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

谋求国家统一”。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张志军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九二共识”是努力谋求国家

统一的共识，是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的

共识，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的共识。30年的实践充分证

明，坚持“九二共识”，赞成一

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

改善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

益；否认“九二共识”，背离一

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

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

胞切身利益。不管台海局势

如何变迁，“九二共识”始终

是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定

海神针。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罗

永纲致辞时表示，香港是

“九二共识”达成过程的重

要见证地。由于香港区位优

势明显，经济结构独特，港

台经贸互补、文化同根同

源，香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

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香

港同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一分子，有责任有义务

继续积极作为、贡献智慧、

发挥作用，坚定支持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持续

推动港台各领域交流合作，

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的香港故事，共同推进祖国

统一的正义事业。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

秀柱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九二共识”非常明确地界

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

也就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两岸在开放交流以

来，因为有了“九二共识”这

个互信的基础，双方才能够

暂时搁置分歧，敞开交往与

对话的大门，共同构建互利

共荣的美好愿景。我们期待

两岸未来能够持续深化“九

二共识”，为和平统一创造

更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

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

“一国两制”最初是中央针

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

但最先在香港付诸实施。事

实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

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

通、办得到、得人心的。香港

同胞将一如既往为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

和平统一作出新贡献。

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

会理事长陈赵满菊致辞时

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一

家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团

结起来，认清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

此次论坛由两岸和平

发展联合总会与中评智库

基金会联合主办。

（刘明洋 梁文佳）

澳门氹仔码头往返香港机场

海上客运航线复运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经港澳两地

政府沟通协作，氹仔客运码头往返香港国际

机场海天码头的海上客运航线于 12 月 30 日

起复运，为市民使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便利

的跨境交通服务。

据介绍，该航线逢星期五及星期日，提供

每天一个来回航班，前往香港机场的航班会

于下午 2 时 30 分开出，返回氹仔的航班于早

上 9时 45 分开出。

海事局早前已协调完成了一系列事前准

备工作，包括试航、试泊位、检查码头设施等，

并已要求相关公司加强码头内公共设施和船

只的清洁消毒。 （李亚南）

首届“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

颁奖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首届“中银香

港科技创新奖”颁奖典礼 12 月 22 日在香港举

行。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嘉许香港科研工作

者，弘扬“创科兴港、科技报国”的使命，向全

球吸引更多优秀科创人才，为香港培育更多

未来科学家，共同构建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

心。

是次活动由香港科技创新联盟主办、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银香港)冠名

赞助。本次大赛共有 6 位科研人员获奖，分

别是人工智能及机械人领域得奖人刘宏斌

和陈达明；生命健康领域获奖者郑永平；新

材料新能源领域获奖人范智勇；先进制造领

域获奖者王钻开以及深耕金融科技研发的

郑嘉泓。中银香港提供共 1000 万港元的

奖金，以表扬获奖者在其领域内作出的突

出贡献。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副主任卢新宁致辞表示，香港由治及

兴的关键在创科，创科发展的核心在人才。

香港国际化程度高，法律体系完备，高水平

大学汇聚，拥有延揽天下英才的独特优

势，具备成为全球人才高地的巨大潜力。

她希望更多香港企业关心支持创科，为科

研人员追求科学梦想创造更多机遇、提供

更好保障。

生命健康领域获奖者郑永平接受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团队成员成功将三维

超声波技术应用到脊柱侧弯评估检查中，“希

望科研成果广泛应用到医学健康领域”。他指

出，希望有更多的科研成果既能帮助到普通

人，又能促进香港经济发展，从而让社会大众

更多理解科研的重要性，鼓励更多香港年轻

人投身创科领域。

香港科技创新联盟主席卢煜明表示，希

望今次的获奖成果能向香港、国家及世界展

示香港科创人员的优秀成果。 （戴小橦）

台湾义务兵服役延长至一年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台湾兵役新

方案 12 月 27 日出炉。方案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义务兵服役期限将从当前的四个

月延长为一年，200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

役龄男子，将依规定入伍。近日围绕方案出

台，台湾各界议论纷纷。有年轻人认为延长服

役期限是“浪费时间”。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目前当兵最

大的问题是很多役龄男子觉得当兵是浪费青

春、浪费生命，没有学到相关本领。也有国民

党籍民意代表批评当局在无力解决台湾少子

化的状况下，想以恢复一年役期解决台湾军

队人力短缺严重的问题，可能只是短期的麻

醉剂。

“九二共识” 周年论坛在香港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