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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户籍居民赴香港签注政策调整，

由“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香港旅游

发展局局长林建岳对此表示，这对访港的过

夜旅客数字影响不大，但对零售及饮食业的

影响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逐渐显现。

林建岳认为，这项政策调整，是考虑到

香港的旅游承载力而做出的决定。

受多种因素影响，近阶段到港的内地

及海外客流放缓甚至下降。香港今年 1、2
两月的零售额总和同比下降 2%，自 2009

年金融海啸以来零售业生意首次倒退。

对于即将到来的五一黄金周，香港相

关业界担忧传统旺季会变成“寒冬”。旅游

业议会主席胡兆英预期，五一黄金周期间

访港内地旅客数字无力上升，业界普遍感

受到营运压力。

谈及香港旅游业今后的发展，林建岳重

申，旅游业界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开放

更多个人游城市，以进一步吸引过夜旅客。

（新华社）

就内地公安机关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市

居民签发赴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

“一周一行”签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表示，这一决定来之不易，特区政府

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旅游承受能力的理解。

梁振英说，由于香港承受能力的问题，特

区政府去年6月份向中央政府提出取消“一签

多行”签注政策，改为“一周一行”。政策调整

花了近一年时间，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策

变动，政府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完成。

他说：“在国家不断放宽内地居民出境

和世界各地不断放宽中国内地居民入境的

大环境下，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

的。中央理解香港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

亦得到深圳市和广东省对香港现在面对情

况的谅解。在这里感谢中央政府，感谢广

东省和深圳市政府。”

梁振英提到，以去年人数计算，每周来

港超过一次的人士有 459万人次，占深圳

户籍居民持“一签多行”人数的三成，占内

地居民来港人数的一成。虽然各年人数会

有变化，但新政策的影响可以根据去年的

数字大致推算。另外，由于政策改变不影

响过去已签发的签注，成效要一段时间后

才能完全显现。

在新政策生效后，预计仍然会有部分

香港人从事水货活动。梁振英对此表示，

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跨部门工作小组会继

续加大力度打击所有水货活动，包括香港

人从事的水货活动。

在谈到曾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水货

客”行动时，梁振英强调说，这些行动波及到

正常旅客，给特区政府的工作增加困难，伤

害香港和内地居民之间的感情。

至于政策调整对旅游业的影响，梁振

英表示，香港是一个旅游城市，欢迎来自中

国内地和外国的旅客来香港进行旅游活

动。调整政策不表示香港不想做旅游业的

发展，特区政府会在短期内推出一系列的

旅游推广措施。 （新华社）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昨天发布消

息，公安机关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市居民

签发赴香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

“一周一行”签注。

深圳户籍居民赴港“一签多行”即一

年多次往返的“个人旅游”签注，始于

2009年。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表

示，随着内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数的不断

增多，内地与香港出入境口岸压力增大，

赴港旅游人数与香港旅游承载能力的矛

盾日益显现，针对上述问题，中央政府作

出了优化调整深圳市居民赴香港个人旅

游政策的决定。

昨日上午，记者在深圳福田口岸看

到，双向通关人流顺畅、秩序井然。记者

现场采访了多名持“一签多行”签注的深

圳籍过关者，他们大多表示办理“一签多

行”是因为费用低，实际上每年去香港的

次数并不多，因此改为“一周一行”对他

们没有什么影响。

据公安机关介绍，持“一周一行”签

注的深圳市户籍居民可在每个自然周的

周一至周日前往香港一次，每次可在港

逗留7天。记者随机采访了不同年龄、职

业的多名深圳户籍居民，他们均表示签

注政策调整对自身影响不大。

深圳盐田区居民黄女士是一名退休

教师，她说因为空闲时间较多且在香港

有亲戚，自己往返深港两地颇为频繁。

“有时候连生活用品也会过去香港那边

买，不过也都是自己家里用的。去得密

一点的时候可能一周一两次，忙一点的

时候就两周一次。”

居住在罗湖区的袁小姐从事金融业

工作，往返香港的频率在每月一次左右，

主要目的以购物、休闲为主。她说：“新

政应该对大部分人都不会有大的影响，

因为普通人不会天天去香港的，做生意

可以申请商务签注。”

在福田口岸通关现场的多名游客也

表示，签注政策调整有利于减少水客，有

利于通关环境的改善。

“香港绝大部分人都很欢迎内地人

过来，内地人也很欢迎香港人过去。只

是有一小部分人对此不满。”因为工作

原因每周都到深圳的香港居民黄先生

说。

但与普通市民相比，也有少数群体

受新政影响较大，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深

港跨境学童”的深圳籍家长或监护人、保

姆等。记者了解到，其中不少孩子的深

圳籍家长已经办理了“探亲”签注。一些

目前持有“一签多行”签注的家长也表示

考虑在签注到期后改换类型。

因“一签多行”办理便利，也有不少

需要经常往返深港两地商务人士持“一

签多行”签注赴港。刘女士因为工作原

因每周要去香港一两次，最多时一周 3
次。“新政对我们这种影响会较大，我的

签注 8月到期，之后我会跟公司沟通，办

理‘商务’签注。”

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表示，因

探亲、从事商务活动或特殊合理事由需

多次往返香港的深圳市居民，可按照有

关规定，持能证明相关事由的证明材料

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多次有效赴

香港“探亲”“商务”和“其他”签注。

针对 13日起实施的新举措，国务院

港澳办发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将继续支

持特区政府发展旅游业，坚决反对香港

极少数人伤害两地民众感情的行为，鼓

励两地人员进一步密切往来。

记者还了解到，深圳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正重点推进“前海全球商

品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建设，一方面为内

地消费者购买港货和其他进口商品提供

便利，缓解个人游给香港带来的压力；另

一方面也为香港服务业扩展内地市场创

造便利条件，提升香港零售业品牌的市

场影响力。

（新华社）

迈向共同体，迎接新未来。中国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

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如今，中国正与

沿线国家积极行动，谱写共建“一带一路”

新篇章。

秉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扩大和

深化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的需要，是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

具体实践。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宏伟蓝图已经

绘就，中国正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

势，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促进全面释放内

陆开放潜力、提升内陆经济开放水平，构建

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主动谋划 推进衔接

春暖花开时节，新疆南部首个综合保

税区即将运营。在紧锣密鼓开展筹备工作

的喀什综合保税区，已经有18家企业签订

了投资协议。

这只是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的新疆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举措之一。

地域辽阔的新疆同周边 8个国家接壤，目

前有17个国家一类口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

克尔说，新疆将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和人

文优势，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对接“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区

域性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

心、文化科教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系统工

程，涉及面广、跨越时间长、建设任务重，需

要加强组织和领导。各地正根据自身比较

优势，主动谋划，充实完善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内容和方式，抓紧制定时间表和路

线图。

古老的长安是丝路起点，如今的陕西

正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提出了建设交通

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合作中心、

文化旅游中心、金融合作中心等五个中心，

努力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地处西南的重庆，提出依托国际大通

道，完善面向“一带一路”的开放平台，承

接、培育具备国际水平的产业集群，构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战略支点、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产业腹地。

在广西，从首府南宁向南，沿途连通越

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的“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向北构

建的“兰州-北海”通道，形成了贯通中南

半岛和西南中南地区的南北大通道，奠定

了广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机衔接重要

门户的定位。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建设“一带一路”的

基础。云南决定从 2016年至 2020年实施

“交通大会战”，努力实现高速公路总里程

6000公里、铁路营运里程 5000公里、开通

国内外航线410条以上等规划目标。

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将利用独

特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基础优势，努力形成

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积极行动 率先突破

广西东兴市边民互市贸易区，近百艘

小船穿梭于中越界河北仑河上，东兴口岸

码头堆满了东兴边民从越南芒街购买的农

副产品。北仑河大桥上，越南边民手提肩

扛着刚刚购买的中国家电产品。

东兴边贸的繁荣是广西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缩影。2014 年，广西边境

小额贸易进出口额达 905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26.8%。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使各国经济与

全球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建“一带

一路”，通过发挥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实现

优势互补，将大幅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活

力，这个过程也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实

现互利共赢的过程。

“在‘一带一路’战略刺激下，2014 年

陕西对中亚地区出口比 2013 年猛增了

79.4%。”西安海关副关长陈鸿罡说，随着丝

路通关一体化的逐步实现，陕西将形成陆

海空立体化开放新格局。

在重庆，首条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国际铁路大通道渝新欧铁路，正在加速打

造“升级版”。2014年以来，这条铁路相继

打破缺乏回程货、国际铁路运邮瓶颈等，

全面提速降费，率先实现双向常态化开

行。

3 月初，经云南省河口县南溪河上的

中越铁路大桥，在云南装车的 360吨化肥

顺利发往越南老街省、海防港。这是百年

滇越米轨铁路今年首列国际联运化肥专

列。昆明铁路局开远车务段货运营销分中

心主任廖涛说：“自去年12月1日中越国际

铁路通道云南段全线贯通，边境贸易日渐

升温。”

广东拥有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

琴等开放合作区，并签订了粤港、粤澳合作

框架协议等，在金融、物流、教育、专业服务

等重点领域上有巨大合作空间。同时，港

珠澳大桥、粤澳新通道等项目正在建设中，

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上大有可为。

紧密合作 共创未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区域合作，打造开放、

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将

促进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一体化

的新形势新要求，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

陕西积极与沿线国家展开全方位合

作，仅与中亚国家合作的项目就超过百个，

分布在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领域。陕煤

化集团、陕汽集团还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

克斯坦建立了工厂。西咸新区与俄罗斯共

同开发建设的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

园，成为沿线国家合作的亮点工程。

自 2013 年底云南省沿边金融综合改

革实验区启动以来，云南与东盟和南亚国

家的经贸金融往来更加紧密。4月9日，马

来亚银行昆明分行正式开业。此前，云南

已汇聚了渣打、汇丰、恒生、东亚、泰京、开

泰等6家外资银行和办事处。

4 月初，首趟开往德国的“汉新欧”国

际货运班列从武汉吴家山出发，装载 41
个集装箱的电子产品、电动车、玻璃等物

资，经襄阳方向向西开行，在新疆阿拉山

口出境，约 15 天后抵达德国最大港口汉

堡港。

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武光明说：“汉新欧线路由东欧延伸至西

欧，首次开通武汉至德国汉堡公共班列，并

且正在向双向常态化目标迈进。”

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一带一路”是互

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

路。迎接新机遇，实现新发展，一项项政策

正在加速启动，一项项举措正在落地开花，

中国各地和沿线各国人民必将共享“一带

一路”建设带来的丰硕成果。

（新华社）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13 日就深圳居

民赴港“一签多行”政策调整表态。

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公安机关即

日起停止向深圳市户籍居民签发赴香港

“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一周一行”签

注。“一签多行”政策自 2009年试行以来，

便利了深圳居民赴港，促进了香港相关行

业的发展，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但近

年来内地赴港旅客增速较快，给香港的旅

游承载力造成了较大压力。根据香港特区

政府的请求，中央政府决定作出上述调整。

发言人表示，我们认为，在深圳市试点

“一签多行”政策，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一项政策措施，根据实

施情况适时进行完善和优化，是十分必要

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民生的关心，也

是支持特区政府积极回应市民诉求的举

措，有利于内地与香港人员交流更加稳步

进行。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特区政府发展

旅游业，坚决反对香港极少数人伤害两地

民众感情的行为，鼓励两地人员进一步密

切往来。 （新华社）

发挥比较优势 提升开放水平
各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综述

深圳居民“淡定”面对赴港签注政策调整

港澳办：

体现中央对香港民生的关心

梁振英：

感谢中央政府理解

香港旅发局：

对零售业影响会逐渐显现

各方声音

4月13日，边检工作人员在深圳福田口岸为前往香港的旅客验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