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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恢復辦理澳門遊簽註
團客通關須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或橫琴口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教
育部副部長鄭富芝昨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
示，截至9月15日，全國義務教育輟學學生由
去年約60萬人降至2,419人。官方專門設有學
生台賬，每一個輟學的孩子都有一條記錄，若
勸回上學就銷號。另外，建檔立卡的貧困輟學
學生原來有20萬，現在基本已勸返回到學校。
鄭富芝表示，學生輟學的原因主要有幾類：

第一類是外出打工，第二類是部分女學生早婚
早育，第三類是信教入寺，第四類是因為學習
困難而厭學在家，第五類是因身體殘疾等原因
不便去學校。
相關部門採取「勸」和「堵」相結合的措

施，努力讓學生回歸校園。鄭富芝說，「在九
年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學生，大部分是未成年
人。國家法律規定，禁止使用童工。因此，教
育部門和有關部門聯合從源頭上堵住企業使用
童工。」

四千萬農村生獲營養補助
為保證學生安心上學，內地對所有義務教育

階段學生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對家
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進行生活補助，基本實現資
助全覆蓋。此外，每年大約有4,000萬農村孩子
享受營養餐補助，營養改善計劃已覆蓋所有國
家級貧困縣。

旅遊產品搜索量增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澳門全通關消息
發布後，據攜程數據顯示，澳門各類旅遊產品搜索量從22
日起開始爆增，最高漲幅達500%。
「澳門戀愛巷」成了「95後」情侶最嚮往的談戀愛首選

景點，而「威尼斯人貢多拉體驗」則被不少情侶寫進了攜程
旅拍的旅遊計劃中。他們表示，「希望和船夫一起合唱《甜
蜜蜜》」、「一起坐船遊威尼斯人，想想就好浪漫啊！」
澳門面向內地居民旅遊簽註全面開放的消息發布後，澳

門金沙度假區、威尼斯人貢多拉體驗、澳門巴黎人等成為
熱搜關鍵詞。

「70後」遊客最多
從數據中可看出，廣州、珠海、澳門、深圳、佛山、上
海、北京、中山、東莞、香港等地的遊客，成為選擇澳門
遊的主力。女性遊客佔50.68%，男性遊客佔49.32%。遊
客年齡段大多分布在「70後」、「80後」和「90後」。其
中「70後」佔比30.81%，「80後」佔比28.85％，「90
後」佔比23.67%。
攜程數據顯示，澳門高星酒店訂單預訂量環比增加50%，

預計遊客在酒店停留的時間較以往平均增長1.5個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國家移
民管理局昨日發布
公告稱，自9月28
日0時起，允許持
有效中國工作類、
私人事務類和團聚
類居留許可的外國
人入境，相關人員
無需重新申辦簽
證。
公告稱，如外國

人持有的上述三類
居留許可於2020
年3月28日0時後
過期，持有人在來
華事由不變的情況
下，可憑過期居留
許可和有關材料向
中國駐外使領館申
辦相應簽證入境。
上述人員需嚴格遵
守中方防疫管理規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住房
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倪虹昨日在國新辦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建檔立卡
貧困戶住房安全有保障核驗工作全面完成。
倪虹說，實施貧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是

「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
育有保障、基本醫療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
障）當中標誌性的、核心的指標。從核驗結果

看，有1,184萬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原住房基本安
全，佔比50.6%；有1,157萬戶建檔立卡貧困戶
通過實施農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貧搬遷、農村
集體公租房等多種形式保障了住房安全，佔比
49.4%。這表明全國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均已實
現住房安全有保障。此外，「三區三州」農村
危房改造掃尾工程任務也於今年6月底和全國一
道，完成了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蘇州報
道）質子重離子治療技術是國際公認的最
先進的放療技術，被視為很多癌症患者的
「救星」。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下
稱「中核集團」）宣布，9月21日，由中核
集團原子能院自主研發的230MeV超導迴
旋加速器質子束能量首次達到231MeV，這
是亞洲地區自主研發緊湊型超導迴旋加速
器質子束能量首次達到230MeV以上，標
誌着國產質子治療系統實現重大突破。

設備稀少 進口壟斷
核工業總醫院院長徐博表示，質子重離子
治療設備是治療癌症的最高端設備，目前全
球作為醫療用途的粒子裝置僅有數十台，而
中國僅上海和山東擁有兩台進口設備。
質子和重離子技術是放療中的一種，治療
過程好比是針對腫瘤的「立體定向爆破」，
能夠對腫瘤病灶進行強有力的照射，同時又
避開照射正常組織，實現療效最大化。
核工業總醫院黨委書記王少雄指出，由

中核集團原子能院自主創新、自行設計的
230MeV超導迴旋加速器，旨在發展具有自
主知識產權的新一代高劑量率、小型化精
準放療設備，力爭突破國外在這一重大醫
療裝備領域的壟斷地位。
徐博說，目前質子重離子治療的費用非常

高昂，一般治療一個周期需要30萬元人民幣
左右。如果國產質子重離子治療設備投入使
用，預計會將治療費用降低一半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前澳門經
濟是『大病初癒』，需要多些『營養』，重啟
內地居民赴澳個人遊對促進澳門經濟復甦是一
劑強心針。」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經濟學會
理事長柳智毅表示。
今年上半年，澳門六大博彩企業共虧損超過

200億元（澳門元，下同）；今年1月份至8月
份，入境澳門旅客僅357萬人次，按年減少
87%。
據澳門大學發布的「2020年澳門宏觀經濟預

測」，澳門今年本地生產總值或出現-55.7%
至-59.1%的大幅下滑，而政府收入將縮減到713
億元至929億元。

澳門未現新冠社區傳播
慶幸的是，澳門特區政府抗疫防疫工作卓有

成效，至今已連續178天沒有本地確診病例，連
續89天沒有境外輸入病例，從沒出現新冠肺炎
社區傳播，澳門儼然是疫情下全球最安全的城
市之一。
柳智毅表示，「恢復全國對澳門個人遊簽

註，對提振澳門旅遊業人氣，逐步恢復經濟活
力和穩定就業，增加政府庫房收入是穩妥而積
極的措施。澳門率先向內地打開大門，把握了
『市場先入』之機。」

「十一」將至 經濟料向好
「對於澳門而言，重振旅遊業是經濟回升的
關鍵一步。內地居民赴澳旅遊簽註的逐步放
開，為澳門經濟引來了『活水』，充分體現了

國家對澳門特區的大力支持與關懷。」澳門城市大學協理
副校長、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葉桂平表示，伴隨
「十一」國慶黃金周長假的到來，加上已開通啟用的橫琴
新口岸等便利措施，相信澳門各項經濟指標會持續向好。
葉桂平指出，「內地作為澳門最大的客源市場，此次寬

鬆性通關新政或成為澳門後疫情時代經濟風向標，是刺激
澳門旅遊消費市場和經濟復甦的首要突破口。」柳智毅表
示，重啟內地居民赴澳個人遊，無疑對澳門經濟的復甦具
有重要意義，但市場經濟畢竟由多重因素決定，不能過分
樂觀，甚至期望經濟迅速「V形」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及中通社報道，昨日起，內地公安

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全面恢復辦理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註。澳門各界提前開啟

「十一」黃金周模式，做好充分準備，做足防疫措施，廣迎四方客。

國產放療設備獲新突破
投用後治療費有望減半

全國義務教育輟學生 由去年60萬降至2419人

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實現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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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珠海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
布的通告，昨日零時起，赴澳門的旅遊團隊

旅客指定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或橫琴口岸
出入境。據口岸方面透露，首日通關總體順暢。

澳門警方：密切監察人流
澳門治安警察局預計，接下來出入境人次將逐
漸增加，呼籲所有通關人士提前做好健康碼轉
換，選擇錯峰出行，減少使用關閘口岸出入境，
盡量使用人流相對較少的港珠澳大橋口岸或橫琴
口岸，以提高通關效率，亦達到有效分流。
澳門治安警察局也將密切監察各口岸的人流情
況，進行分級管理及按實際情況啟動人潮管制措
施。
據數據顯示，澳門通關人士均高度集中使用關
閘/拱北口岸出入境，每日早上7時至9時、晚上
6時至8時，分別為入境及離境的高峰期。
今年1月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國公安
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暫停受理、審批、簽發內地
居民赴香港、澳門團隊旅遊、個人旅遊簽
註。隨着內地與澳門人員逐步恢復正常往
來，根據部署，內地居民赴澳旅遊簽註
亦逐步恢復辦理。

據珠海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揮部消息，恢復赴澳遊適
用人員範圍為持公安機關出入
境管理部門簽發的內地居民
赴澳門旅遊簽註的旅客。
赴澳門的旅遊團隊旅客
指定經港珠澳大橋珠
海公路口岸或橫琴口
岸出入境。其他旅客可
選擇港珠澳大橋珠海公
路口岸、橫琴口岸、拱

北口岸、灣仔口岸出入境。

「粵康碼」作通關憑證
值得注意的是，通關旅客除持有效出入境證件

外，還需提前準備7天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證明，並申領「粵康碼」，憑「粵康碼」綠碼獲
取通關憑證。當通關口岸出現擁堵等情況時，需
服從口岸現場截流、分流等安排。

2.9億澳門元消費券吸客
而為吸引遊客來澳門旅遊消費，澳門特區政府

日前推出「擴客源、興經濟、保就業」計劃，為
內地遊客發放共計2.9億澳門元的消費券，聯合
澳門航空等多個商家推出酒店、機票優惠活動。
在「十一」黃金周期間，澳門和珠海將聯手舉
辦國慶煙花表演，原定於12月份舉辦的第六屆光
影節也提前到9月26日揭幕，為迎接遊客熱身。
此外，澳門還將舉辦國際美食文化節、國際音樂
節等活動。
經濟局及消費者委員會連日來也派員到商家，

宣傳防疫指引，呼籲業界做好防疫工作。如條件
許可，要為員工及顧客測量體溫，及要求提交
「澳門健康碼」。場內人員須佩戴口罩及保持1
米距離，須控制人流聚集及做好場內清潔消毒，
以降低病毒散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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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口岸

‧赴澳門的旅遊團隊旅客指定經港珠澳大橋
珠海公路口岸或橫琴口岸出入境

‧其他旅客可以選擇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
岸、橫琴口岸、拱北口岸、灣仔口岸出入境

通關所需證明材料

‧7天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完成申領「粵康碼」，憑「粵康碼」綠碼
獲取通關憑證

‧有效出入境證件

其他事項

‧配合口岸現場有關部門做好安全檢查、健
康申報、衞生檢疫、核酸檢測結果證明核
查等疫情防控工作，隨身攜帶內地號碼手
機並保持通訊暢通

‧配合口岸現場海關、邊檢部門辦理出入境
查驗手續

‧當通關口岸出現擁堵等情況時，服從口岸
現場截流、分流等安排

‧對未遵守本通告要求的旅客，將按疫情防
控有關規定處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內地赴澳遊須注意

■國產質子治療系統實現重大突破。圖為
科研人員對230MeV超導迴旋加速器進行
安裝調試。 受訪者供圖

■■內地恢復辦理赴澳門旅遊簽註內地恢復辦理赴澳門旅遊簽註。。圖為昨日在上海市公安局長圖為昨日在上海市公安局長
寧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廳寧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廳，，市民在窗口確認登記信息市民在窗口確認登記信息。。 中新社中新社

■■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橫琴口岸橫琴口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