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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嚴把關 守好國安門
區嘉宏：

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

讚國安法讓社會重回正軌 入境處正部署助落實執行
隨着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香港特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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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委員
會亦正式成立，香
港社會得以回復過

去的安寧。入境事務處處長、國安委成員區嘉宏日前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反修例風波嚴重衝擊本港每個階
層，激進主張與違法暴力行為也令市民感到憂慮，香港國
安法正是一個契機，讓社會得以重回正軌，亦令營商及投
資環境繼續保持穩定。他表示，入境處已開始積極部署相
關工作，全力協助香港國安委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切實根據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有關法律
法規嚴格把關，守好國家的「南大門」，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特區長治久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區嘉宏日前接受專訪時表示，十分榮幸獲
得國務院任命為入境處處長，亦非常感
謝中央政府及行政長官對他的信任。作為一處
首長，他有必然責任帶領入境處肩負起維護國
家安全的重大責任，強調入境處作為香港特區
其中一支紀律部隊，負有維護國家和特區安全
的職責，有責任配合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
署及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防範和打擊危
害國家和特區安全的工作。

保港成全球最安全城市
根據基本法規定，出入境管制是香港特區
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範圍，其把關工
作極其重要。區嘉宏解釋，入境處的具體工
作，包括在各出入境口岸加強檢查及詢問可疑
人士，另外在受理各項赴港或延期簽證申請
時，加入國家安全風險的評估，以及與駐港國
安公署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加強溝通協作
等，以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確保香港繼續成為
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他又指，去年的反修例風波嚴重衝擊香港
每一個階層，無論在經濟或民生方面亦造成很
大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受到損害，也讓大眾
清楚明白本港確實出現了構成國家安全隱患的
巨大風險，「這些激進主張和違法暴力行為，
令香港市民感到憂慮，因此必須要盡快撥亂反
正，讓社會重回正軌，令營商同投資環境繼續
保持穩定。」
區嘉宏表示，身為香港國安委的成員之

一，他會全力以赴協
助國安委主席規劃、
推進和協調有關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
工作，讓市民安居樂
業、讓香港繼續繁榮
穩定、讓「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他表示，隨着國安法頒布實
施，入境處已開始積極部署相關工作，以配合
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去防範、制止和懲
治一切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共同維護國
家安全。

確保人手配合國安工作

他表示，入境處會全力協助香港國安委，
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切實根據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有關的法律法
規去嚴格把關。他說：「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香港國安法是一個契機，讓香港人重新出
發。我會繼往開來，帶領入境處的同事，全心
全意為市民服務，亦會無畏無懼地把守好國家
的『南大門』。」
區嘉宏指，入境處具有完善的人力資源管
理計劃，以確保部門有足夠的人手應付運作
上的需要，並會適時檢視部門工作量以及人
手需求，繼續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包括舉
行招聘活動、靈活調配人手、簡化工作流程
及善用資訊科技等，以填補職位空缺及提升
工作效率。

32載勤力投入
重視培養團隊

■ 區嘉宏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強調會守好國家的「南大門」，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珍藏旅遊雜誌 難掩愛國情懷
國家自改革開放後，發展
一日千里，區嘉宏接受專訪
時，特別帶同他珍藏了超過
50 年 的 旅 遊 雜 誌 《 中 國 旅
遊》，主動暢談他的國家情
懷。他指出，該本《中國旅遊》是 1974 年即
他 8 歲時父親在一家國貨公司購買，令他對
北京天安門、長安街與山東濟南大明湖等留
下印象：「小時候我只去過廣州探親，未有
機會看清楚國家、認識國家，到懂事後便對
國家有嚮往，希望長大後有機會再去更多地
方，看看這片美麗的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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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我嘅溝通技巧同埋團隊精神得到提升，
更了解到社會上唔同階層人士嘅需要，這亦
令我更有使命感去做好入境處嘅工作。」
他鼓勵年輕人參加制服團體，一方面
可以培訓紀律性和團隊精神，另一方面
也可擴闊眼界，多了解本港社會。不
過，原來區嘉宏當年除投考入境處外，
亦申請了房屋署的房屋事務助理職位，
而他入職入境處後亦接獲房屋署的取錄
通知，但最終選擇留在紀律部隊。
區嘉宏表示，過去 32 年來，他無論在任
何職位，也一直本着熱忱，全心全意投入
工作，「例如我曾經長時間負責福利發展
嘅工作，明白同事係部門嘅寶貴資產，作
為管理層，有責任了解並盡力協助佢哋解
決工作上甚至工作以外嘅困難，因此關注
福利需要同提供合適嘅工作培訓等，亦十
分重要。」
■ 區嘉宏投身入境處工作32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區嘉宏 1988 年投身入境處，擔任助理入
境事務主任，至今已服務 32 年。他坦言最
難忘逾九年駐守員工福利組的工作，因了解
到部門同事面對不少工作以外的壓力，並讓
他發現自己的不足，驅使他以同理心去處理
同事難題，笑言：「畀佢哋（同事）有信心
同能力去做好入境處嘅工作，令整個部門嘅
工作更暢順，我嘅工作亦會減少。」
他在訪問中憶述，小時候曾跟母親到當
時的人民入境事務處觀塘雲漢街辦事處辦理
回港證，「當時接待我們的入境處職員態度
親切，熱心服務市民，令我留下十分深刻的
印象，亦驅使我立志加入入境處這個團隊，
服務市民。」

倡青年參加制服團體
此外，區嘉宏亦非常重視團隊精神和紀
律，中學時加入紅十字會青年團，不時參與
義工服務，到訪偏遠鄉郊村落醫院、老人
院、兒童中心等地，「透過制服團體嘅活

優服務屢獲全球大獎
不少市民一直有刻板印象，覺得入境
處人員的工作主要是在口岸「揼印
仔」，十分沉悶。區嘉宏則指出，其實
入境處的工作主要包括執法與服務，入
境處過去一直不斷優化服務，令工作程
序加快，「咁樣既可以方便同事，亦可
以令市民使用服務時更有效率，往後我
哋會加入防疫與抗疫意念，並更多使用
電子服務。」他特別指出，早前英國專
業航空運輸研究機構 Skytrax 進行年度旅
客意見調查，入境處繼 2015 年、2016 年
和 2019 年後，今年再度贏得全球最佳機
場出入境服務大獎。
展望未來，他對入境處這支優秀的隊伍
充滿信心：「我經常勉勵同事要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團結一致，乘長風破巨
浪，以服務市民為己任，繼續優化現有服
務，研發同拓展新領域，以配合國家同特
區嘅持續發展，繼續為市民提供高水平服
務，令入境處成為世界上其中一支最優秀
嘅入境事務隊伍。」

。
市民感謝信
來收到不少
■ 入境處近
一場新冠病毒疫情，令整個社會大受
影響，特區政府不同部門全力以赴與市
民共同抗疫，其中入境處先後往日本及
武漢等地，安排包機接載鑽石公主號郵
輪港人乘客及滯留武漢的港人返港，另
外上門突擊檢查接受強制檢疫人士等。
入境處處長區嘉宏指出，「觸覺敏銳、
因時制宜」是入境處的信念，過去大半
年疫情急劇變化下，一直靈活變通作出
應變方案。縱然近日有入境處人員確
診，亦未有影響該處的服務，處內上下
依舊維持良好士氣，服務市民。

突擊檢查強制檢疫人士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入境處的口岸防
控工作至為重要。區嘉宏表示，該處一
直嚴格按衞生防護中心指引，執行各項
防疫措施。除口岸外，一直作出靈活變
通的應變方案，包括實施人流管理措
施，避免人群過度聚集增加疫情傳播風
險。另外，該處亦參與一系列工作協助

不過，他坦言直至自己入職入境處後，
因公務之故才有機會第一次到北京：「我
帶領 19 位同事到北京公安大學，佢哋大部
分都係年輕讀中學時曾經返過內地，但十
多年無再去過，我哋睇到國家發展一日千
里，如今風景一樣美，人民生活卻更好，
與國際更加接軌，令我亦感到萬分興奮與
光榮。」
他又特別提到，國家目前的環境保護工作
做得十分出色，達至國家領導人所講的「美麗
中國」，而他期望日後能夠帶更多同事到內地
交流。

靈活應對疫情
全力服務市民

入境處供圖
■ 入境處加強辦公場所防疫措施。
政府對抗疫情，如 2 月 15 日至本月中已
對接受強制檢疫人士，進行逾 3,000 次
上門突擊檢查。
入境處亦透過靈活的資源調配，一如
既往致力打擊非法勞工，主動巡查非法
勞工黑點，以維護本地工人在疫情下的
就業機會。今年上半年，入境處已進行
逾 7,400 次掃蕩非法勞工行動，拘捕超
過800人。
曾有確診者隱瞞外遊史。區嘉宏表示，
該處亦協助醫管局進行風險評估，建立臨
時電腦查詢系統，前線醫護人員今年2月
5日起可透過系統，查詢有關人士最近出
入境記錄，相關服務逐步擴展至12所私
家醫院、衞生署門診服務及衞生防護中
心。他續說，入境處義工隊亦積極參與各
項前線防疫義工服務，先後派出近500人
次的義工提供服務，與市民共同抗疫。

減少暫停換身份證影響
他承認，疫情確令該處不少服務受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響，包括先後三次暫停九間智能身份證
換領中心的服務，以減低疫情在社區擴
散風險。為有序地安排受影響巿民辦理
換證手續，該處早前已調整換證時間
表，延長受影響人士的換證期限，並透
過不同渠道作公布。他指出，換證服務
暫停期間，該處特別加設一條查詢熱
線，為受影響市民解答換領身份證事宜
的查詢。
因應疫情最新情況，入境處已響應公
務員事務局呼籲，實施各項預防感染和
減低社交接觸的措施，包括彈性上班和
午膳時間，同時在不影響緊急及必須公
共服務的前提下，調配內部人手，如為
懷孕員工作出特別安排及有系統地安排
同事在家工作等。
就有入境處人員確診新冠毒病，區嘉宏
指該處一直與衞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
繫，積極配合中心的檢疫措施，包括安排
全面清潔及消毒各辦公室和公共設施，並
即時安排有關人員接受病毒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