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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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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識別鏡頭

◆可通過人臉識別系統自動篩選高風險旅
客，如水客、有違規記錄人員等，疫情
期間旅客戴口罩也可通過口罩外的臉部
裸露部位成功進行身份識別。

核生化因子檢測鏡頭

◆可檢測旅客是否攜帶核超標物質，並對攜
帶核超標物質的人員及因手術導致身體局
部核放射超標的人員進行區分，由邊檢人
員根據不同情況採取相應處理措施。

紅外無感體溫監測系統

◆以紅外熱成像技術對過往旅客體溫進行
無感監測，監測範圍大，溫度測量準
確，並設有智能報警系統。

毫米波人體安全檢查系統

◆ 以非接觸方式對人體體表進行快速查
驗，結合腳底金屬檢查功能，可自動探
測出藏匿於衣物下及人體體表的金屬或
非金屬嫌疑物。旅客通過檢查系統時無
需特殊移動，站立2秒完成掃描，無電
離輻射等負面影響。

CT行李物品檢查系統

◆ 融合了雙能材料識別技術和螺旋CT掃
描技術等科技，可獲取被測物品密度和
有效原子序數等多維信息，自動探測爆
炸物/液體爆炸物/毒品等多種違禁品，
檢出率更高，誤報率更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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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
誠 珠海報道）為了配合橫琴
口岸新旅檢區域的開通，珠機
城際軌道一期拱北至長隆段也
於18日正式啟用，這意味着
今後從珠海城軌站直達橫琴單
程僅需30分鐘，將大大縮短
橫琴到灣區其他城市的交通時
間。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珠機
城軌是廣珠城際的延長線，這
意味着，今後從內地任意鐵路
車站，均可直抵橫琴口岸。

據悉，當天開通的珠機城
軌一期始於珠海（拱北）站，
止於珠海長隆站，長度16.86
公里，設有7個站點。其中，
橫琴站是珠機城際一期全線最
大的車站，建築面積達6萬平
方米，共設置主出入口 12
個、疏散出入口10個，並預
留有接口未來對接本澳輕軌系
統。

未來將對接澳門輕軌
設計方鐵四院珠機城際總

體負責人姜大元表示，“該線
路為廣珠城際鐵路延長線，一
期工程是從拱北的珠海站開往
橫琴長隆。通車後，乘客可從
廣州直達橫琴。未來，還將實
現與澳門輕軌的對接。”

此外，珠機城軌設計時速
100公里，如果不停站，從拱
北到橫琴單程15分鐘到達；
加上停站時間，單程約30分
鐘左右。珠機城軌項目由廣東
省鐵投集團所屬的廣珠城際公
司負責建設，全長39.475公
里，起自珠海站，終至珠海機
場站。

“在這條不到17公里的
線路上，卻有兩個全國第一的
車站。”鐵四院珠機城際鐵路
站房設計負責人阮健介紹。其
中橫琴站是內地第一個地下城
際鐵路口岸站，珠海長隆站是
內地第一個主題火車站。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澳
門特首賀一誠等人出席了當天上午舉行的開通

儀式。馬興瑞指出，橫琴口岸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標杆工程，集設施“硬聯通”和制度“軟聯
通”於一體，創新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
新型通關查驗模式，極大提升了通關效率、改善了
通關體驗。賀一誠在致辭表示賀一誠在致辭表示，“，“未來未來，，澳門特區澳門特區
政府將以橫琴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政府將以橫琴新口岸開通為契機，，依託橫琴依託橫琴，，充分充分
利用國家給予的支持和優惠政策利用國家給予的支持和優惠政策，，加強與廣東加強與廣東、、珠珠
海合作海合作，，以新思維以新思維、、新方式建設粵澳新方式建設粵澳（（橫琴橫琴））深度深度
合作區合作區，，將澳門的特色和國際貿易自由港優勢將澳門的特色和國際貿易自由港優勢，，與與
橫琴的資源和空間結合起來橫琴的資源和空間結合起來，，打造更高層次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更高
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

關顧有需要者 預留特殊通道
在橫琴口岸新旅檢通道可看到在橫琴口岸新旅檢通道可看到，，海關實行海關實行““合合

作查驗作查驗、、一次放行一次放行””衞生檢疫通關模式衞生檢疫通關模式，，應用全國應用全國
最先進的智能最先進的智能CTCT機機、“、“數字海關數字海關””可視化系統可視化系統，，
建設智慧海關實現智能監管……一系列舉措都將推建設智慧海關實現智能監管……一系列舉措都將推
動着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創新發展動着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創新發展，，為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實踐注入新的活力實踐注入新的活力。。

據了解據了解，，橫琴口岸旅檢大廳分為上下兩層橫琴口岸旅檢大廳分為上下兩層，，一一

層為出境大廳層為出境大廳（（橫琴－澳門橫琴－澳門），），二層為入境大廳二層為入境大廳
（（澳門－橫琴澳門－橫琴），），同時預留老弱病幼孕同時預留老弱病幼孕、、學童等特學童等特
殊人員通道殊人員通道。。旅客只需提前準備好通關資料旅客只需提前準備好通關資料，，完成完成
澳康碼與粵康碼的有效轉化澳康碼與粵康碼的有效轉化，“，“一鍵驗核一鍵驗核””便可快便可快
速通行海關衞生檢疫區域速通行海關衞生檢疫區域。。

自助查驗通道 過閘僅需十秒
當天下午當天下午33時時，，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放通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放通

關關，，迎來第一批旅客迎來第一批旅客。。第一位出境的澳門旅客劉永健第一位出境的澳門旅客劉永健
在通關後計算了一下整個通關流程的耗時在通關後計算了一下整個通關流程的耗時，“，“從橫琴從橫琴
口岸大樓外走到一層出境大廳僅需口岸大樓外走到一層出境大廳僅需11分鐘分鐘，，安檢和衞安檢和衞
生檢疫整個流程只要生檢疫整個流程只要11分鐘分鐘，，最快的則是合作自助查最快的則是合作自助查
驗通道過閘僅用了驗通道過閘僅用了1010秒鐘秒鐘。”。”

來自澳門大學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員來自澳門大學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員
汪清陽汪清陽，，目睹了目睹了20092009年至今的點滴變化年至今的點滴變化，，並專門在並專門在
橫琴新口岸通關首日體驗了珠機城軌和新口岸通關橫琴新口岸通關首日體驗了珠機城軌和新口岸通關
流程流程。“。“20092009年前年前，，從拱北口岸過關澳門單程要從拱北口岸過關澳門單程要11
小時以上小時以上，，20092009年自助通關後方便了不少年自助通關後方便了不少，，但單次但單次
通關時間仍要通關時間仍要2525分鐘左右分鐘左右。”。”相比之下相比之下，，1818日從珠日從珠
海站乘坐珠機城軌到橫琴站僅海站乘坐珠機城軌到橫琴站僅2222分鐘的車程給汪清分鐘的車程給汪清
陽留下了深刻印象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橫琴新口岸的寬敞整潔和高而橫琴新口岸的寬敞整潔和高
效便捷也讓他十分感動效便捷也讓他十分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珠海報道）18日，被稱作“超級口岸”的橫琴口岸新

旅檢區域正式開通。新橫琴口岸總建築面積達45萬平方米，相當於63個足球場，出入

境大廳均設置有合作自助通道、合作人工通道、傳統人工通道三種通關通道，採用“合

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日通關量可達22.2萬人次。

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啟用
“合作查驗 一次放行”模式 三種通關通道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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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口岸新旅檢區橫琴口岸新旅檢區
1818日開通日開通。。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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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起接受申請 廣聽民意彌補首期計劃不足
保就業升級再推 違規老闆要受罰

第二期“保
就業”計劃放寬
讓 65 歲或以上打
工仔申請，他們
只要仍保留強積

金戶口，不論有否供款，都合資
格申領每月5,000港元工資補貼。
清潔行業是較多年長僱員的行業
之一，業界歡迎政府今次的微
調，相信有兩三萬名年長工人受
惠，不過仍有約3萬年長僱員，
早已取消強積金戶口，因而不合
資格申請，希望政府進一步修訂
政策惠及更多打工仔。

由多間清潔公司組成的環境
衞生業界大聯盟召集人甄瑞嫻歡
迎政府修訂有關規定，相信有助
改善年長僱員的生計。她指出，
清潔行業有約兩三萬名65歲或以
上的清潔工，即使有強積金戶
口，都未必有供款，在舊有的
“保就業”計劃下，他們被拒諸
門 外 ， 但 新 計 劃 就 受 “ 佢 哋
玩”。

望惠及無積金戶口老員工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

協會理事長林有貴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亦指出，相信有一半從
業員年紀超過65歲，但相信當中
只有甚少從業員仍保留強積金戶
口，“他們大多已把強積金提
取。”

他擔心即使僱主現在才為長
者員工開設強積金戶口，政府也
未必受理，建議政府直接補助員
工。

他指出，清潔工在疫情下，
不論工作還是精神壓力都有所增
加，“有工友反映一天需清潔30
層樓，也有工友負責清潔‘疫
廈’後，因擔心傳染家人而陷入
歸家與否的兩難。清潔是危險工
種，但工資卻偏低。”

香港 特區政府18日公布
第二期“保就業”的計劃細
節及優化方案，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除了點名要求物管及
大型超市履行社會責任，將
工資補貼回饋市民外，18日

再次“開金口”要求大業主減租。
她指出，即使有“保就業”的幫助，企

業仍然面對租金這個大難題。“我都不厭其煩
地說過很多次，現在是共度時艱、全民抗疫，
希望香港可以保留實力，當我們走出‘疫’境
時經濟可以恢復。”她表示，對於大型商場業

主相對地有財力履行社會責任，“尤其是受今
次疫情重創的行業──飲食、零售、個人服務
等行業，包括旅行社──提供租務方面的紓
緩，無論是租金減免、免收管理費或不對未能
按時交租的租客採取行動，例如停止租約、採
取法律行動或要求這些租客撤離。”

她18日再次強烈呼籲大業主提供租務寬
免，“我會親自再和這些業主談談，因為有部
分亦有領取‘保就業’計劃的補貼，當然他們
亦有其領取的理由，但這時候真的是要大家共
度時艱，亦要展示香港團結一致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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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大業主 減租度時艱

林鄭月娥18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指
出，第一期“保就業”計劃推行

後，截至本月16日收到的387個投訴，
僅佔所有獲批申請的3%，且當中不少都
是不太掌握計劃的設計和要求，屬無心之
失。總括而言“保就業”計劃大體上能防
止失業情況進一步惡化，避免更多受僱人
士被裁減，數字亦顯示7月份只有少於
1,000宗因失業而新申請的綜援個案，明
顯少於4月份的約3,950宗。

林鄭：申請條件較一期放寬
第二期的“保就業”計劃將於本月

31日開始接受申請，為期兩周，涵蓋9
月至11月的工資補貼。林鄭月娥指出，
鑑於僱主不需為65歲或以上僱員供強積
金，約6,000名僱員於上一期計劃中，因
為無供強積金而未能受惠，林鄭月娥宣
布新一期的“保就業”計劃放寬該項申
請條件，只要65歲或以上的僱員擁有一
個強積金戶口，不論有否供款，政府都
會劃一為該名僱員提供每月5,000元(港
元，下同)的工資補貼，亦要求全數5,000
元的工資補貼需交予僱員。

林鄭月娥續說，研究過“保就業”
計劃下受惠的行業後，認為大型物業管
理公司主要是代租客及業主聘請員工當
保安員，或大廈管理員，未必受疫情影
響而出現大規模裁員；而大型超級市場
的生意額甚至可能沒有下跌，因此在第
二期“保就業”的申請中，要求大型物
業管理公司收到工資補貼後，要將不少
於80%的補貼回饋予業主、業主立案法
團或者管理這些大廈的機構，詳情則交
由業主和物管公司自行決定，例如減免
管理費或將之保留作日後小型維修或者
添置物品等用途上。

至於兩大連鎖超市必須於領取補貼
期間為顧客，或非政府機構提供更多現
金券或折扣優惠。

羅致光：兩期開支料逾810億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18日

下午於記者會上指出，第二期“保就
業”計劃大致承襲第一期計劃，申請資
格與補貼計算方法不變，僱主可選擇去
年12月至今年3月其中一個月，作為
“指定月份”計算補貼金額，並以每名
僱員工資50%計算、每月上限9,000元，
且必須承諾補貼月份的支付僱員數目不
能少於今年3月份的僱員數目，及所得
補貼必須用於員工薪金支付上。

另外，自僱人士如獲發第一期補
貼，將不可再獲第二期補貼。早前已申
請的15萬僱主要重新申請，但手續會相
對簡單，他期望下月中下旬批出首批第
二期津貼。

他指出，第二期計劃新增了罰則，
“第一期計劃的僱主若出現裁員，會按
方程式最多收回80%補貼，第二期新增
罰則是，如有申請第一期補貼的企業出
現大幅裁員而無合理解釋或計劃重新請
人，或會拒絕他們的第二期申請；申領
第二期補貼的企業如出現類似情況，政
府有權收回全數補貼。”

他估計兩期“保就業”計劃承擔的
財政開支將超過原先預計的810億元，
防疫抗疫基金已預留一筆應急款項，政
府現階段無意推出第三期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第二期“保就
業”計劃下，聘用逾千名員工的物業管理公司，成功
申請計劃後必須將八成的工資補貼回饋予業主或法
團，回饋方案可以由物業管理公司與法團商討。事實
上，在上一期“保就業”計劃，有小業主投訴物業管
理公司未有回饋補貼，業主們指出大廈保安員是由業
主或法團出糧，物業管理公司只是受法團委託申請
“保就業”計劃，最終業主沒有受惠，反而物業管理
公司變相“賺多筆”，贊同政府在第二期計劃作出修
訂，堵塞漏洞。

堵物管公司“賺多筆”漏洞
民建聯中西區支部副主席楊學明18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政府優化第二期“保就業”計

劃是亡羊補牢。他指出，第一期“保就業”計劃雖
然有不少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向業主或法團回饋補
貼，但仍有部分較小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未有回饋
補貼，變相“賺多筆”。

不過，他亦擔心部分物業管理公司或因要
“回水”給業主，變得不積極申請工資補貼，尤
其是物管合約期即將屆滿的物業管理公司，“這
些物管公司在計算風險後，考慮到可能不獲屋苑
續約。”

嘉湖山莊景湖居的業主在第一期“保就業”計
劃時，已成功爭取管理公司回饋工資補貼，其業主
委員會主席謝健星表示，“管理公司願意全部回贈
我們，申請到多少(工資)資助，就會回贈管理費屋苑
戶口多少，每戶可以回贈約百多港元。”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各行業承受巨大衝擊，為保住全港打工仔的飯碗，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8日公布，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第二期“保就業”計劃，本月

31日開始接受申請，涵蓋9月至11月的工資補貼。她指出，在考慮到第一期“保就業”

計劃的推行情況及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後，決定優化今期計劃，包括受惠對象擴大至65歲

或以上有強積金戶口的員工，同時會要求大型物業管理公司收到工資補貼後，把不少於

八成的補貼回饋給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等，以及要求兩大連鎖超市必須於領取補貼期間

為顧客，或非政府機構提供更多現金券或折扣優惠。同時今期“保就業”亦新增罰則，

懲處違規僱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等18日向傳
媒介紹第二期“保就
業”計劃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香港經濟飽受疫情香港經濟飽受疫情
打擊打擊，，其中尤以零售業其中尤以零售業
為重災區為重災區，，政府推出第政府推出第
二期二期““保就業保就業””計劃保計劃保
障打工仔飯碗障打工仔飯碗。。圖為有圖為有
店舖早前清貨結業店舖早前清貨結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第二期第二期““保就業保就業””計劃惠及計劃惠及6565歲或以歲或以
上保留強積金戶口的打工仔上保留強積金戶口的打工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呼籲大型商場業主減租政府呼籲大型商場業主減租，，與租戶共度時艱與租戶共度時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物管補貼八成須回饋業主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1818日宣布日宣布，，港府將會推出第港府將會推出第
二期二期““保就業保就業””計劃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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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識別鏡頭

◆可通過人臉識別系統自動篩選高風險旅
客，如水客、有違規記錄人員等，疫情
期間旅客戴口罩也可通過口罩外的臉部
裸露部位成功進行身份識別。

核生化因子檢測鏡頭

◆可檢測旅客是否攜帶核超標物質，並對攜
帶核超標物質的人員及因手術導致身體局
部核放射超標的人員進行區分，由邊檢人
員根據不同情況採取相應處理措施。

紅外無感體溫監測系統

◆以紅外熱成像技術對過往旅客體溫進行
無感監測，監測範圍大，溫度測量準
確，並設有智能報警系統。

毫米波人體安全檢查系統

◆ 以非接觸方式對人體體表進行快速查
驗，結合腳底金屬檢查功能，可自動探
測出藏匿於衣物下及人體體表的金屬或
非金屬嫌疑物。旅客通過檢查系統時無
需特殊移動，站立2秒完成掃描，無電
離輻射等負面影響。

CT行李物品檢查系統

◆ 融合了雙能材料識別技術和螺旋CT掃
描技術等科技，可獲取被測物品密度和
有效原子序數等多維信息，自動探測爆
炸物/液體爆炸物/毒品等多種違禁品，
檢出率更高，誤報率更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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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
誠 珠海報道）為了配合橫琴
口岸新旅檢區域的開通，珠機
城際軌道一期拱北至長隆段也
於18日正式啟用，這意味着
今後從珠海城軌站直達橫琴單
程僅需30分鐘，將大大縮短
橫琴到灣區其他城市的交通時
間。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珠機
城軌是廣珠城際的延長線，這
意味着，今後從內地任意鐵路
車站，均可直抵橫琴口岸。

據悉，當天開通的珠機城
軌一期始於珠海（拱北）站，
止於珠海長隆站，長度16.86
公里，設有7個站點。其中，
橫琴站是珠機城際一期全線最
大的車站，建築面積達6萬平
方米，共設置主出入口 12
個、疏散出入口10個，並預
留有接口未來對接本澳輕軌系
統。

未來將對接澳門輕軌
設計方鐵四院珠機城際總

體負責人姜大元表示，“該線
路為廣珠城際鐵路延長線，一
期工程是從拱北的珠海站開往
橫琴長隆。通車後，乘客可從
廣州直達橫琴。未來，還將實
現與澳門輕軌的對接。”

此外，珠機城軌設計時速
100公里，如果不停站，從拱
北到橫琴單程15分鐘到達；
加上停站時間，單程約30分
鐘左右。珠機城軌項目由廣東
省鐵投集團所屬的廣珠城際公
司負責建設，全長39.475公
里，起自珠海站，終至珠海機
場站。

“在這條不到17公里的
線路上，卻有兩個全國第一的
車站。”鐵四院珠機城際鐵路
站房設計負責人阮健介紹。其
中橫琴站是內地第一個地下城
際鐵路口岸站，珠海長隆站是
內地第一個主題火車站。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澳
門特首賀一誠等人出席了當天上午舉行的開通

儀式。馬興瑞指出，橫琴口岸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標杆工程，集設施“硬聯通”和制度“軟聯
通”於一體，創新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
新型通關查驗模式，極大提升了通關效率、改善了
通關體驗。賀一誠在致辭表示賀一誠在致辭表示，“，“未來未來，，澳門特區澳門特區
政府將以橫琴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政府將以橫琴新口岸開通為契機，，依託橫琴依託橫琴，，充分充分
利用國家給予的支持和優惠政策利用國家給予的支持和優惠政策，，加強與廣東加強與廣東、、珠珠
海合作海合作，，以新思維以新思維、、新方式建設粵澳新方式建設粵澳（（橫琴橫琴））深度深度
合作區合作區，，將澳門的特色和國際貿易自由港優勢將澳門的特色和國際貿易自由港優勢，，與與
橫琴的資源和空間結合起來橫琴的資源和空間結合起來，，打造更高層次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更高
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

關顧有需要者 預留特殊通道
在橫琴口岸新旅檢通道可看到在橫琴口岸新旅檢通道可看到，，海關實行海關實行““合合

作查驗作查驗、、一次放行一次放行””衞生檢疫通關模式衞生檢疫通關模式，，應用全國應用全國
最先進的智能最先進的智能CTCT機機、“、“數字海關數字海關””可視化系統可視化系統，，
建設智慧海關實現智能監管……一系列舉措都將推建設智慧海關實現智能監管……一系列舉措都將推
動着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創新發展動着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創新發展，，為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實踐注入新的活力實踐注入新的活力。。

據了解據了解，，橫琴口岸旅檢大廳分為上下兩層橫琴口岸旅檢大廳分為上下兩層，，一一

層為出境大廳層為出境大廳（（橫琴－澳門橫琴－澳門），），二層為入境大廳二層為入境大廳
（（澳門－橫琴澳門－橫琴），），同時預留老弱病幼孕同時預留老弱病幼孕、、學童等特學童等特
殊人員通道殊人員通道。。旅客只需提前準備好通關資料旅客只需提前準備好通關資料，，完成完成
澳康碼與粵康碼的有效轉化澳康碼與粵康碼的有效轉化，“，“一鍵驗核一鍵驗核””便可快便可快
速通行海關衞生檢疫區域速通行海關衞生檢疫區域。。

自助查驗通道 過閘僅需十秒
當天下午當天下午33時時，，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放通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放通

關關，，迎來第一批旅客迎來第一批旅客。。第一位出境的澳門旅客劉永健第一位出境的澳門旅客劉永健
在通關後計算了一下整個通關流程的耗時在通關後計算了一下整個通關流程的耗時，“，“從橫琴從橫琴
口岸大樓外走到一層出境大廳僅需口岸大樓外走到一層出境大廳僅需11分鐘分鐘，，安檢和衞安檢和衞
生檢疫整個流程只要生檢疫整個流程只要11分鐘分鐘，，最快的則是合作自助查最快的則是合作自助查
驗通道過閘僅用了驗通道過閘僅用了1010秒鐘秒鐘。”。”

來自澳門大學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員來自澳門大學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員
汪清陽汪清陽，，目睹了目睹了20092009年至今的點滴變化年至今的點滴變化，，並專門在並專門在
橫琴新口岸通關首日體驗了珠機城軌和新口岸通關橫琴新口岸通關首日體驗了珠機城軌和新口岸通關
流程流程。“。“20092009年前年前，，從拱北口岸過關澳門單程要從拱北口岸過關澳門單程要11
小時以上小時以上，，20092009年自助通關後方便了不少年自助通關後方便了不少，，但單次但單次
通關時間仍要通關時間仍要2525分鐘左右分鐘左右。”。”相比之下相比之下，，1818日從珠日從珠
海站乘坐珠機城軌到橫琴站僅海站乘坐珠機城軌到橫琴站僅2222分鐘的車程給汪清分鐘的車程給汪清
陽留下了深刻印象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橫琴新口岸的寬敞整潔和高而橫琴新口岸的寬敞整潔和高
效便捷也讓他十分感動效便捷也讓他十分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珠海報道）18日，被稱作“超級口岸”的橫琴口岸新

旅檢區域正式開通。新橫琴口岸總建築面積達45萬平方米，相當於63個足球場，出入

境大廳均設置有合作自助通道、合作人工通道、傳統人工通道三種通關通道，採用“合

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日通關量可達22.2萬人次。

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啟用
“合作查驗 一次放行”模式 三種通關通道 珠

機
城
軌
同
步
通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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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口岸新旅檢區橫琴口岸新旅檢區
1818日開通日開通。。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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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過人臉識別系統自動篩選高風險旅
客，如水客、有違規記錄人員等，疫情
期間旅客戴口罩也可通過口罩外的臉部
裸露部位成功進行身份識別。

核生化因子檢測鏡頭

◆可檢測旅客是否攜帶核超標物質，並對攜
帶核超標物質的人員及因手術導致身體局
部核放射超標的人員進行區分，由邊檢人
員根據不同情況採取相應處理措施。

紅外無感體溫監測系統

◆以紅外熱成像技術對過往旅客體溫進行
無感監測，監測範圍大，溫度測量準
確，並設有智能報警系統。

毫米波人體安全檢查系統

◆ 以非接觸方式對人體體表進行快速查
驗，結合腳底金屬檢查功能，可自動探
測出藏匿於衣物下及人體體表的金屬或
非金屬嫌疑物。旅客通過檢查系統時無
需特殊移動，站立2秒完成掃描，無電
離輻射等負面影響。

CT行李物品檢查系統

◆ 融合了雙能材料識別技術和螺旋CT掃
描技術等科技，可獲取被測物品密度和
有效原子序數等多維信息，自動探測爆
炸物/液體爆炸物/毒品等多種違禁品，
檢出率更高，誤報率更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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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
誠 珠海報道）為了配合橫琴
口岸新旅檢區域的開通，珠機
城際軌道一期拱北至長隆段也
於18日正式啟用，這意味着
今後從珠海城軌站直達橫琴單
程僅需30分鐘，將大大縮短
橫琴到灣區其他城市的交通時
間。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珠機
城軌是廣珠城際的延長線，這
意味着，今後從內地任意鐵路
車站，均可直抵橫琴口岸。

據悉，當天開通的珠機城
軌一期始於珠海（拱北）站，
止於珠海長隆站，長度16.86
公里，設有7個站點。其中，
橫琴站是珠機城際一期全線最
大的車站，建築面積達6萬平
方米，共設置主出入口 12
個、疏散出入口10個，並預
留有接口未來對接本澳輕軌系
統。

未來將對接澳門輕軌
設計方鐵四院珠機城際總

體負責人姜大元表示，“該線
路為廣珠城際鐵路延長線，一
期工程是從拱北的珠海站開往
橫琴長隆。通車後，乘客可從
廣州直達橫琴。未來，還將實
現與澳門輕軌的對接。”

此外，珠機城軌設計時速
100公里，如果不停站，從拱
北到橫琴單程15分鐘到達；
加上停站時間，單程約30分
鐘左右。珠機城軌項目由廣東
省鐵投集團所屬的廣珠城際公
司負責建設，全長39.475公
里，起自珠海站，終至珠海機
場站。

“在這條不到17公里的
線路上，卻有兩個全國第一的
車站。”鐵四院珠機城際鐵路
站房設計負責人阮健介紹。其
中橫琴站是內地第一個地下城
際鐵路口岸站，珠海長隆站是
內地第一個主題火車站。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澳
門特首賀一誠等人出席了當天上午舉行的開通

儀式。馬興瑞指出，橫琴口岸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標杆工程，集設施“硬聯通”和制度“軟聯
通”於一體，創新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
新型通關查驗模式，極大提升了通關效率、改善了
通關體驗。賀一誠在致辭表示賀一誠在致辭表示，“，“未來未來，，澳門特區澳門特區
政府將以橫琴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政府將以橫琴新口岸開通為契機，，依託橫琴依託橫琴，，充分充分
利用國家給予的支持和優惠政策利用國家給予的支持和優惠政策，，加強與廣東加強與廣東、、珠珠
海合作海合作，，以新思維以新思維、、新方式建設粵澳新方式建設粵澳（（橫琴橫琴））深度深度
合作區合作區，，將澳門的特色和國際貿易自由港優勢將澳門的特色和國際貿易自由港優勢，，與與
橫琴的資源和空間結合起來橫琴的資源和空間結合起來，，打造更高層次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更高
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

關顧有需要者 預留特殊通道
在橫琴口岸新旅檢通道可看到在橫琴口岸新旅檢通道可看到，，海關實行海關實行““合合

作查驗作查驗、、一次放行一次放行””衞生檢疫通關模式衞生檢疫通關模式，，應用全國應用全國
最先進的智能最先進的智能CTCT機機、“、“數字海關數字海關””可視化系統可視化系統，，
建設智慧海關實現智能監管……一系列舉措都將推建設智慧海關實現智能監管……一系列舉措都將推
動着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創新發展動着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創新發展，，為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實踐注入新的活力實踐注入新的活力。。

據了解據了解，，橫琴口岸旅檢大廳分為上下兩層橫琴口岸旅檢大廳分為上下兩層，，一一

層為出境大廳層為出境大廳（（橫琴－澳門橫琴－澳門），），二層為入境大廳二層為入境大廳
（（澳門－橫琴澳門－橫琴），），同時預留老弱病幼孕同時預留老弱病幼孕、、學童等特學童等特
殊人員通道殊人員通道。。旅客只需提前準備好通關資料旅客只需提前準備好通關資料，，完成完成
澳康碼與粵康碼的有效轉化澳康碼與粵康碼的有效轉化，“，“一鍵驗核一鍵驗核””便可快便可快
速通行海關衞生檢疫區域速通行海關衞生檢疫區域。。

自助查驗通道 過閘僅需十秒
當天下午當天下午33時時，，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放通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放通

關關，，迎來第一批旅客迎來第一批旅客。。第一位出境的澳門旅客劉永健第一位出境的澳門旅客劉永健
在通關後計算了一下整個通關流程的耗時在通關後計算了一下整個通關流程的耗時，“，“從橫琴從橫琴
口岸大樓外走到一層出境大廳僅需口岸大樓外走到一層出境大廳僅需11分鐘分鐘，，安檢和衞安檢和衞
生檢疫整個流程只要生檢疫整個流程只要11分鐘分鐘，，最快的則是合作自助查最快的則是合作自助查
驗通道過閘僅用了驗通道過閘僅用了1010秒鐘秒鐘。”。”

來自澳門大學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員來自澳門大學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員
汪清陽汪清陽，，目睹了目睹了20092009年至今的點滴變化年至今的點滴變化，，並專門在並專門在
橫琴新口岸通關首日體驗了珠機城軌和新口岸通關橫琴新口岸通關首日體驗了珠機城軌和新口岸通關
流程流程。“。“20092009年前年前，，從拱北口岸過關澳門單程要從拱北口岸過關澳門單程要11
小時以上小時以上，，20092009年自助通關後方便了不少年自助通關後方便了不少，，但單次但單次
通關時間仍要通關時間仍要2525分鐘左右分鐘左右。”。”相比之下相比之下，，1818日從珠日從珠
海站乘坐珠機城軌到橫琴站僅海站乘坐珠機城軌到橫琴站僅2222分鐘的車程給汪清分鐘的車程給汪清
陽留下了深刻印象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橫琴新口岸的寬敞整潔和高而橫琴新口岸的寬敞整潔和高
效便捷也讓他十分感動效便捷也讓他十分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珠海報道）18日，被稱作“超級口岸”的橫琴口岸新

旅檢區域正式開通。新橫琴口岸總建築面積達45萬平方米，相當於63個足球場，出入

境大廳均設置有合作自助通道、合作人工通道、傳統人工通道三種通關通道，採用“合

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日通關量可達22.2萬人次。

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啟用
“合作查驗 一次放行”模式 三種通關通道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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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口岸新旅檢區橫琴口岸新旅檢區
1818日開通日開通。。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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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阿里歐洲建物流倉 商品三日送達

中信國際電訊：美市場空間有限
中電信美業務正常 保持關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疫
情下電商行業的國際化步伐加快。阿里巴巴國際
站和阿里速賣通負責人18日在深圳華南媒體線
上交流會上透露，阿里已在比利時等地建立歐洲
物流倉，商品3至5天可送達當地消費者手中。

阿里國際站供應鏈總經理王添天介紹，阿里巴
巴國際站成立於1999年，是集團第一個業務板
塊，現已成為全球領先的跨境貿易B2B電子商務平
台。其以數字化格局技術與產品，重構跨境貿易全
鏈路，為企業提供數字化營銷、交易、金融及供應
鏈服務。

速賣通家電負責人奔宵表示，阿里巴巴集團旗
下菜鳥物流投資了深圳一家海外做物流的企業，通
過與該公司合作，在比利時等地建立歐洲物流倉加
快貨物運送，現在許多中國商品通過物流倉配送，
可以在西班牙、法國等國家實現3日送達客戶手
中。

他稱，速賣通在產品上也做了優化，比如大量
的訂單都是輕巧件、金額比較低，過去一件一件發
成本相對高，由於目前國家海關新政策支持上線合
單，比如兩件、三件或四件合在一起，降低了成
本，也提升了時效。速賣通本身也投入大量的資金

拓展西班牙、法國等的出口大物件，並對賣家在全
球的物流鏈上持續進行補貼，鼓勵賣家把貨物送到
海外去，提升履約率，降低成本。

深圳許多跨境電商都利用阿里國際站和速賣
通開展出口業務，並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康
佳智能電器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伍強表示，他
們從傳統市場逐步轉移到線上市場操作後，資
金佔用周期縮短、人力投入成本減少、費用也
減少，最關鍵的是直接與當地消費者互動，能
拿到消費者對公司產品服務需求的第一手資
料，能讓公司快速匹配市場消費者的需求。

期內，中電信經營收入為1,938億元，按年升
1.7%；移動用戶3.43億戶，其中5G套餐用

戶3,784萬戶，5G套餐用戶滲透率為11%。由4G
升級5G的每月每戶平均收入（ARPU）上升約
10%，5G ARPU為80.6元。

中美關係緊張，對於美國可能撤銷中資電訊商
在美營運許可，中電信董事長柯瑞文於電話會議中
表示，中電信美洲公司在美國經營逾10年，一直
與當地監管機構保持溝通及合作，遵循當地法規，
美洲公司目前經營正常。

柯瑞文：未受華為事件波及
他續指，美洲公司收入、規模不大，但需保障

客戶、投資者的利益，公司正與監管機構保持溝
通，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現時三大中資營運商均有
採用華為設備，被問到美國持續封殺華為會否影響
公司，他說，華為是重要合作夥伴之一，對不同合

作持開放態度，關注華為事件發展，相信華為會採
取措施，減少其供應鏈影響。目前中電信網絡建
設、維護正常。

中信國際電訊同日也公布上半年業績，期內收
入為43.84億港元，按年升0.21%；純利5.12億港
元，按年升0.2%。每股基本盈利14港仙，派息5
港仙。

中信國際電訊主席辛悅江於電話會議上表示，
公司緊跟5G建設趨勢，提前做大量準備工作，澳
門電訊首階段5G網絡工程已按計劃完成，其中包
括核心網絡軟硬件升級、計費系統升級、建立網絡

管理系統，基站建設已實現5G戶外全覆蓋，使澳
門成為亞洲區內首批實現5G戶外全覆蓋的城市之
一。

辛悅江：撤出美國影響不大
早前中信國際電訊旗下2家在美經營電訊公司

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逐出美國，辛悅江18
日指，該2家美國長期經營子公司規模不大，且營
運成本偏高加上當地市場競爭激烈，他認為美國市
場發展空間有限，倘若美國取消牌照，對公司造成
負面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在接棒李建紅履新招商局集
團董事長一個月後，繆建民將出任招商銀行董事
長。招行18日公布，李建紅因工作變動原因，
申請辭去董事長、非執行董事、董事會戰略委員
會主任委員及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委員職務。董事
會則審議通過了《關於提名繆建民先生為非執行
董事的議案》，同意提名繆建民為其第11屆董
事會非執行董事，任期至第11屆董事會屆滿。
上述決議事項將提交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報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
員會進行董事任職資格審核。

招行公告稱，李建紅自2014年7月起擔任招
商銀行非執行董事，2014年8月起擔任董事長，
六年來始終把握正確的戰略方向，一直堅持穩健
的經營理念，不斷完善市場化的管理機制，持續
加大創新型科技投入， 帶領招行全體員工在邁
向“創新驅動，零售領先，特色鮮明的中國最佳
商業銀行”戰略願景的道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恒生銀行18日宣布，其附屬資產管理公司恒生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
合作發行首隻聯合品牌基金——恒生平安亞洲收
益基金，標誌雙方以新協作模式為抓緊跨境理財
通業務試點（跨境理財通）的機遇。6月公布的
跨境理財通框架，確認銀行可在計劃下提供合資
格投資產品，讓大灣區居民作個人跨境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建行(亞洲)與珠海市不動產登
記中心18日天簽約，合作推出珠海不動產跨境
抵押線上登記服務，並成為珠海市不動產登記中
心“互聯網+金融服務”的合作機構之一。不久
香港居民的珠海內房按揭業務，無須跨境即可在
建行(亞洲)完成相應的不動產抵押登記手續，此
項合作將為香港居民在大灣區置業進一步提供便
利。

為滿足港人在大灣區置業需求，建行(亞洲)
推出了大灣區宜居通的配套金融服務，幫助客戶
在大灣區購房提供港幣按揭貸款，申請按揭及歸
還貸款都在香港辦理，合作樓盤分布在珠海、中
山、廣州等地。

建行亞洲珠海簽合作
推不動產跨境抵押登記

恒生平安資產
合拓跨境理財業務

繆建民將接棒招行董事長

中電信18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業績，股

東應佔利潤按年升 0.3%至 139.49 億元

（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0.172元，

不派中期息；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跌 0.2%至632億元。中電信方

面表示，美國業務目前維持正常，但關注

事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 中美關係緊張中美關係緊張，，
美國揚言可能撤銷美國揚言可能撤銷
中資電訊商在美營中資電訊商在美營
運許可運許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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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僑鄉廣東

聯⽲地產中國城 Houston China Town：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地產 Josie Lin 為我們解答

CCIM 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
RE/MAX United 聯⽲地產負責⼈. 千萬資深經紀
RE/MAX  Life Time Achievement 終⾝成就獎得主

休斯頓房地產 聯⽲停看聽系列 (五 )

進場土地投資, 你準備好做地主了嗎?

Q
「有⼟斯有財，無⽥不成富。」⼟地買賣已不是新鮮

事，⼤部分的⼈都想擁有⼤量⼟地，希望有朝⼀⽇⼨⾦

尺⼟能帶來財富，但這份魔⼒究竟該如何駕馭？是不是

有地就等於有錢？打開地圖隨⼿⼀指的地就能買？買家

⼜是否⼿握產權就能坐享其成？

⼟地交易學問多, 評估和認知很重要
        房地產、⼟地和房⼦，都是⼀種投資財產，⽽投資必帶有⾵險。事實上，

前者⽐後者更為複雜，因涉及範圍更深廣、不定性更多。因此，選地

很重要! 不僅要考慮到地段、地質、價格、升值潛⼒、未來規劃等⽅⾯，再給予

整體評估。基本上，經過時間的洗禮，⼟地不可複製, 是絕對有增值的可能，只

是快跟慢，多跟少的問題。

想達到穩賺投資？要懂物數理，更要懂⾃⼰
         想要擁有⼟地，除了預先做功課，還要清楚⾃⼰內⼼的定向，確保⾃⼰擁

有⼀顆「強⼤的⼼臟」，能接受投資過程前後的種種變數。美國很⼤，⼟地很

多，到處都有機會，⽽越靠近已經開發的地⽅，⼟地價格就越⾼；若是為了投

資來買地，就更不能只略知⼀⼆，不管是⼟地的物理狀況，還是⼼中⼟地收益

的⻑期成⻑率。不幸的是，⾄今，業界中還有⼈只為了買地⽽買地，連⼟地的

基本構造也不清楚，甚⾄有買家投資後才發現⼀⼤部分的地都是沒辦法開發的

濕地，必須花⼤量⾦錢填⼟後才能使⽤，結果得不償失。重要的是，不是每個

房產經紀都擔當買地把關的責任! 所以，找對隊友也是⾨功課! 

         做⼀個精明的投資者不容易，當個有耐⼼的投資者就更為⼈上⼈。買下⼟

地後，你的現⾦流就會被限制，⽽關注⼟地增值的情況將可能是唯⼀做的事

情，因為⼟地的收益需要以年計，等待對的買家也要付出更多的時間、⼼⼒。

或許待五年、⼗年過後，地才能如期帶來⼀定⽐率的收益，但願意⽤這筆閒錢

向⼟地「⻑期定存」的⼈，必要有⾮常⼈⼀般的耐⼼。在此，我們更建議買家

在投資前進⾏⾃我評估，看看⾃⼰是否合乎⼀個⼟地擁有者的資格。雖此話無

標準答案，但從已在業內打滾多年的專業房仲的⻆度可以看出，理想的⼟地買

賣絕不是易事。

聯⽲選地，聯合⼼意
      ⼟地買賣不僅是⼀⾨學問，更是在參與⼀座城市的基底建構，不管是德州、

加州還是其他地⽅，從只有⼟地使⽤權到擁有永久產權的路上，為了讓投資更

安⼼、更有意義，聯⽲地產⿎勵買家除了選擇合適的經紀⼈，更要釐清⾃⼰對

未來的規劃，當了解越多的時候，投資腳步就越精準，也讓專業的團隊⼀步⼀

腳印助您打造更好的投資道路！

         聯⽲地產在休斯頓房地產界擁有公認優良的聲譽，不但提供專業的諮詢服

務與商業投資策略，更能有效精準的提供資源滿⾜顧客需求，幫助投資者實現

理想；想要成為地主，再也不是夢。

投資⼟地求獲利，選好地段為上策
         投資就是逢低買⼊，但不能完全套⽤在⼟地上。如過於荒蕪之地，再便宜

也請三思，因為等周遭的配套成熟後，才能有發展空間；當然，最理想的選地

莫過於落在已有未來規劃中的地段，因為⼟地的開發計畫和基礎設施建構都是

不能忽視的升值要素，相對於⿃不⽣蛋的地⽅，有規劃的地⽅將在⼀定時間內

依照計畫進⾏發展，從⽽帶動⼈流、物流、⾦流等，如此地價才會上升，買家

也才能在較短時間賺取更多利益。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Email: JosieLinTeam@gmail.com

侨 乡 广 东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日前发

布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

复。批复表示，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际交通供

给质量，服务大湾区建设，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

有序实施一批城际铁路项目。 

按照规划目标，在继续实施并优化原珠三角

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城

际铁路建设力度，做好与大湾区内高铁、普速铁

路、市域（郊）铁路等轨道网络的融合衔接，形

成“轴带支撑、极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

构建大湾区主要城市间 1 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

广东省内地级城市 2 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相邻

省会城市 3 小时通达的交通圈，打造“轨道上的

大湾区”。

  

建设安排 
2022年前启动建设6条城际+3个枢纽 

根据批复，在近期建设安排上，大湾区将规

划建设 13 个城际铁路和 5 个枢纽工程项目，总

里程约 775 公里，形成主轴强化、区域覆盖、枢

纽衔接的城际铁路网络。 

其中，2022 年前启动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

深圳机场至坪山段、广清城际北延线等 6 个城际

铁路项目和广州东站改造工程等 3 个枢纽工程建

设，规划建设里程 337 公里；待相关建设条件落

实后，有序推进塘厦至龙岗、常平至龙华等 7 个

城际铁路项目和广州站改造工程等 2 个枢纽工程

实施，规划建设里程 438 公里。 

枢纽换乘 
城际铁路与高铁、干线互联互通 

大湾区城际铁路与高铁、干线铁路通过枢纽

换乘实现互联互通，与都市圈市域（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在枢纽场站换乘衔接。广州枢纽主

要场站间通过城际铁路环线和城市轨道交通连

通，其余枢纽内各场站间通过城市轨道交通等方

式实现连通。 

在重点枢纽衔接方案方面，按照城际铁路引

入中心城区、干线铁路便捷衔接的思路，结合重

点枢纽相关主辅枢纽场站的功能定位和能力，确

定重点枢纽场站线路衔接方案。其中，珠海鹤洲

站、肇庆东站衔接近期实施珠海至肇庆高铁，珠

三角机场站衔接近期实施南宁至玉林铁路至广湛

铁路连接线。 

在与港澳口岸衔接方案方面，深圳市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近期通过既有京九铁路、广深港高铁

实现互联互通。珠海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珠海

站、横琴站实现高铁、城际铁路与澳门轻轨衔接，

做好各口岸与城际铁路站点之间的连接规划，支

持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连接通道与广珠城际

铁路在珠海站内连接，促进澳门融入国家铁路网络。 

　 

投资估算 
近期建设总投资约4741亿元 

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4741 亿元，资本金

比例 50%、计 2371 亿元，由广东省和项目沿线

地方使用财政资金等出资，并按照市场化原则，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资本金以外资金通过银

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在下一步工作要求上，广东省会同有关方面

负责组织规划实施，将科学把握项目建设时序。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效益优先，严格按照

规划批复要求落实项目资金，综合考虑区域发展

需要和客流需求，稳妥把握项目建设节奏，具备

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积极推进投融资改革，涉

及财政出资的应分年度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支出计

划，规范开展社会资本合作，加强企业出资能力

审核，科学规划、积极推进站场综合开发，盘活

资产资源，将获得的收益优先用于铁路建设运营。 

此外，广东要加强交通一体化衔接。依据国

土空间规划，统筹做好与综合交通规划以及干线

铁路、重点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等规划对接，加强各种交通方式有效衔接。同

时，创新体制机制，以公交化运营、一体化管理、

一站式服务为目标，努力探索多元化、有序竞争

的运营模式。

（戚耀琪 李志文 林翎）　　 

 13 条城际铁路 5 个枢纽项目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  
国家发改委批复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可开展
港澳律师执业试点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8 月

11 日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

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

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的决定》。

该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

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

门市、肇庆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

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

日前，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向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了关于决定

草案的说明。

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

2019 年修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

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

议》，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香港法律执

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的专业作用，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

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

肇庆市开展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香港法律执业

者和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

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可以从事一定范围内

的内地法律事务。

具体试点办法由国务院制定，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试点期限为三年，自试

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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