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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記者趙一存、敖敏輝及
李昌鴻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中國公安部獲悉，自 9 月 20 日
起推行簡化臨時駕駛許可申領手
續、延長臨時駕駛許可使用期限等 6
項措施（見表），便利臨時入境車輛
人員出行。其中，港澳台居民換領內
地大中型客貨車駕駛證年齡由 50 周歲
放寬至 60 周歲，香港跨境客運和貨
運公司相關人士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新政策為企業今後招聘跨境司
機，拓寬了選擇面，尤其是客運
行業，「可以說是解決了招聘
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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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內地駕大客車 年齡放寬至 60 歲
港澳台居民換領年限延時 10 年 解決跨境司機招聘難題
便利境外居民六政策速覽

澳門居民：期待自駕往廣東

6 項政策中，有 2 項是直接為大灣區居民量身定做。除上述大中型客貨
今次出台的
車換領政策，新政提出對香港和澳門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通行，澳門機動車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澳門報道）
針對公安部推出的臨時入境車輛人員出行
簡化臨時駕駛許可申領手續
便利措施，澳門市民林亦樂向香港文
有意延長駕駛工作年限
匯報表示，這無疑會大大增加澳門
對申請小型汽車，摩托車臨時駕駛許可
居民前往內地的意願，增進澳門
公安部交管局副巡視員劉宇鵬在當天的記者會上介紹說，面向港澳台居
的，持入出境身份證件、境外駕駛
與灣區其他城市的交往。
民和車輛的舉措，意在延長港澳台人員駕駛車輛的工作年限，增加就業
證及其中文翻譯文本即可直接
新政簡化了臨時入境駕駛
機會，保障改善民生，促進港澳台和內地（大陸）物流運輸發展；進
申領。不需要進行身體條件檢
許可的申領手續，並且延
延長臨時駕駛許可使用期限
一步優化提升進入內地（大陸）的車輛牌證服務管理，便利港澳台
查、提交身體條件證明
長了臨時許可的使用時
駕駛人在內地（大陸）駕車，更好地服務促進港澳台和內地（大
對入境短期停留的，可申領有
港澳台居民換領
間，對香港和澳門機
陸）經貿發展和人員往來，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平潭綜合試驗區
效期為3個月的臨時駕駛許可
大中型客貨車駕駛證年齡
動車經港珠澳大橋通
的發展，讓港澳台居民更便捷全面地了解內地（大陸），提供更
行，澳門機動車進入
申領年齡由 50 周歲延
停居留時間超過 3 個月的，
多的發展機遇，共享發展成果。
橫琴核發有效期為 1
長至60周歲
有效期可延長至1年
從事運輸行業的港人李少鳴介紹，根據舊有政策，持有香港
年的電子臨時入境
駕駛證的大巴司機，若年齡超過 50 歲，則無資格參與內地相
臨時駕駛許可有效期內可多
機動車牌證。
應駕駛證的考試。而 50 歲之前已持內地客車駕駛證的香港司
次使用
「真的感覺到國
機，可一直工作到 65 歲。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大巴司
家在推動粵港澳
機沒有固定的雙休，越是假期工作越忙，而年輕人恰恰對此
大灣區各項政策
很在意，選擇這個行業的人很少，導致行業平均年齡越來越
落地，這將有助於
高。」
我們融入大灣
李少鳴介紹，跨境巴士行業招聘高峰有兩次，一次是 1997
簡化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
區。」林亦樂說，
延伸臨時入境牌證窗口服務
年香港回歸前後，兩地往來增多，客運需求增大。另一次是
辦理程序
很期待這次公安部
2003 年自由行政策推行，內地居民前往香港旅遊、購物需求上
■公安部推行簡化臨時駕駛
在入境人員車輛較集中的機場、
推出的便利措施，
升。之後，跨境巴士的司機平均年齡持續走高。李少鳴目前所
對在境外登記 6 年以內的 7 座
許可申領手續等6項措施。
港口、車展及自由貿易試驗區
如果能很方便的申請
在公司擁有 300 名跨境巴士司機，平均年齡已經超 50 歲。年輕人
以下（不含）非營運小微型載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等地設立了交管服務站，提供
到臨時入境機動車
不肯加入，招聘經常要從超過五十歲的香港老司機入手，香港開
客汽車、摩托車，申請臨時
交強險投保、車輛查驗、憑
牌，相信一定能增加澳
巴士的司機，是其中一個重要來源。
入境機動車牌證，免予
證審查、學習教育、牌
門居民前往大灣區其他城
他相信，政策制定部門看到了跨境巴士以及跨境貨櫃車行業面臨的
到檢驗機構進行安
證核發一站式服務
市的意願。「澳門很小，我們平時
試點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電子化
此種困境，才出台有針對性的辦法，這是一個「解渴」的政策。今
全技術檢驗
都有去珠三角轉轉的習慣，以前都是
後，公司招聘司機的難題將輕鬆解決。
對香港和澳門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通
到珠海租車開，如果能自駕前往實在太
行，澳門機動車進入橫琴，台灣地區機動
利於跨境司機發展事業
方便了。」林亦樂表示，希望相關部門能
車進入平潭的核發電子臨時入境機動車牌
加大政策的宣傳力度以及便利辦理措施。「我
香港貨櫃車運輸業職工總會前副主席謝浪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目前內地
證，不再發放紙質牌證。電子臨時入境機動車牌
以前都不知道可以辦理臨時入境機動車牌，如果
大貨車 B2 駕駛證年審期限為一年一次，如果駕駛證沒有扣分記錄，可以免檢。此次
證有效期為 1 年，有效期內可多次入出使
能多一些辦理方法指引會比較好。」
新政放寬港澳台大中型客貨車駕駛證年齡從 50 歲延長至 60 歲，意味着他們在內地工
用，無須重新申請。
作年齡延長了10年。內地經濟規模龐大，市場機遇多，這將有利他們事業發展和收入
穩定增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入橫琴，台灣機動車進入平潭，不再發放紙質牌證，取而代之的電子臨時入境機動車
牌證有效期為1年。

放寬政策：5 項

新增政策：1 項

穗推氫能產業 落戶項目最高獎1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加速佈局
氫能源產業，繼佛山之後，廣州亦將於年底推出氫能源公交示範線
路，並在全國率先推出氫能源產業全鏈條扶持政策。根據剛剛公佈
的《促進氫能產業發展辦法》（簡稱「氫能10條」），作為國家支
持建設的新能源綜合利用示範區，廣州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將對新
落戶氫能重大項目，最高給予1億元（人民幣，下同）獎勵。廣州還
與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港澳高校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氫能研究院，推動在人才、研發和項目落地等方面的合作。

佈局加氫站。廣州雄韜氫恒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生產的氫能發動機，
已經在大巴上投入使用。公司總經理助理黨岱表示，公司研發出
60 千瓦功率的發動機系統，而目前市場上普遍使用的是 30 千瓦功
率發動機。該發動機加一次氫氣只要 5 分鐘左右，車輛能跑 400 公
里至500公里。
廣州打造氫能產業基地，還將加強與港澳的合作。香港文匯報記
者了解到，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已與當地企業簽訂戰略合
作協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氫能研究院，開展產學研合作。

項目貸款予 500 萬補貼
「氫能 10 條」從投資落戶、研發機構認定、行業協會、產業
園、加氫站建設運營、資金配套、貸款貼息、風險投資等方面對氫
能產業予全方面扶持，且綜合扶持力度全國最大。
針對氫能產業整體處於起步和發展階段，前期投資大、回報周期
長，企業規模小、融資不易等現狀，「氫能 10 條」對新落戶的氫
能重大項目按固定資產投資最高給予1 億元獎勵；對氫能企業或機
構通過商業銀行或融資擔保的方式獲得的用於生產或研發的銀行貸
款，每年每家企業給予最高500萬元的補貼，補貼期3年。
為了推動突破氫能「卡脖子」技術，「氫能 10 條」對經國家、
省認定的氫能研發機構和檢驗檢測機構分別給予 1,000 萬元、500
萬元的獎勵。

車輛加氫一次跑 500 公里
目前，廣州開發區已吸引一大批氫能產業鏈條的企業，並致力於

■廣州加大佈局氫能源產業
廣州加大佈局氫能源產業。
。圖為廣州企業自主研發生產的氫
能源巴士。
能源巴士
。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深圳機場試行行李實時跟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近日，深圳機場全新上線了行李全
流程定位跟蹤服務，搭乘由東方航空、
上海航空執飛的深圳至上海虹橋的旅
客，將率先體驗該服務，在辦理完行李
託運手續後，可實時查詢託運行李的運
輸狀態，預計每天將有 2,000 餘人次旅
客嘗鮮，乘機出行也將更加安心。下一
步，深圳機場還將聯合其他航空公司，
逐步推出更多支持 RFID 行李定位跟蹤
的航線，不斷擴大服務覆蓋範圍。據介
紹，深圳機場通過採用射頻識別
（RFID）技術，打通了與上海虹橋機
場和東方航空的數據接口，實現了旅客
航班數據、行李運輸數據的互聯互通。
旅客在航站樓四樓出發大廳 F 值機島 6
號至7號、22號至23號櫃枱辦理行李託
運手續後，地服工作人員會為旅客行李
掛上 RFID 行李條。行李後續的託運、
分揀、裝車、裝機以及到達等環節，均
可以被實時感應和匹配，從而做到人包
快速對應、信息秒級傳輸，實現了對行
李的全流程定位跟蹤。旅客只需要通過
「深圳機場」或「中國東方航空」微信
小程序，即可實時查詢託運行李的運輸

■深圳機場部分航班試行
「行李運輸可
跟蹤」
跟蹤
」
服務。
服務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狀態。
與此同時，深圳機場還新推出了行
李保障可視化服務。通過對機場國際
和國內到達共 18 個行李提取轉盤的航
顯系統進行改造升級，優化了航班信
息的顯示內容。「今後，有託運行李
的到港旅客抵達深圳機場後，可以在
各行李提取轉盤的航顯系統上直觀地
看到自己行李的保障情況。」深圳機
場相關負責人介紹，此次深圳機場將
行李後台保障場景向旅客公開展示，
主動接受旅客監督，從而實現行李服
務陽光操作，推動機場行李運輸服務
質量持續改進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