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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離婚難題 有望徹底破解
香港內地互認判決 調解社工：待《條例》生效料迎結案高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立法會 5 月 5 日通過了
《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下稱《條
例》），在粵港兩地引起較大反響。有長期從事粵港跨境婚姻家庭糾紛調
解的社工表示，待條例正式生效後，那些困擾於內地或香港辦理離婚手續
的跨境夫妻，將不必再糾結。一些懸而未決的離婚糾紛，也有望得到徹底
解決，相關案件料迎來一波結案高峰。法律專家表示，法律體系不同導致
兩地訴訟的程序、時間和財產執行、律師費用等有較大差異，而兩地判決
直接互認，除了將省卻當事人大量時間和金錢成本，還將及時化解跨境婚
姻糾紛矛盾。
年至 2019 年，香港家事
數據顯示，2017
法庭收到共 68,374 宗離婚案件，涉及

到內地的婚姻案件佔比 18%，即平均每年超
過4,000宗。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內地服務發展總監梁
秋莎，在疫情之前一直堅持每個月穿梭穗港
兩地，以社工身份，開展包括婚姻家庭糾紛
調解等工作，至今已有 20 多年。她指出，
條例的三部分內容基本涵蓋了離婚糾紛、財
產分割、小孩撫養等各個環節。
「我接到的求助個案，很大一部分是糾結
於在內地還是在香港提起離婚訴訟。比如，
女方是內地的，如果在香港起訴離婚，需頻
繁往返粵港兩地，請律師不僅麻煩而且價格
昂貴，交通、住宿等成本也要考慮。如果在
內地提起訴訟，香港又不承認法院判決結
果，無法執行到位。」梁秋莎說，在缺乏制
度安排的情況下，相關判決無法跨境執行，
也無可奈何。

撫養費扯皮三五年
梁秋莎說，其中的個案多是涉及兒童撫養
費的，對方不給，會給另一方帶來很大的負
擔和傷害。亦有監護權爭奪或都不願意承擔
監護責任的，給子女帶來很大傷害。「由於
沒有一個統一的解決方案，一個離婚訴訟案
件，雙方都堅持在各自的戶籍地起訴，又不
肯撤訴，扯皮三年、五年，是常有的事，給
當事人、給下一代帶來很大的影響。」
梁秋莎指，正因為如此，當前積壓了很多
沒有解決的婚姻家庭糾紛，很多個案當中的
兒童，甚至都已經長大成人了。她相信，
《條例》生效後，或有一大批相關案件得到
解決，案件處理會迎來一波小高峰。
關注 粵 港 跨 境 婚 姻 家 庭 糾 紛 的 香 港 律
師、國匠麥家榮（南沙/前海）聯營律師事

務所管委會聯席主任麥家榮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條例》給兩地相關糾紛處理帶
來諸多變化。例如，當事人在香港起訴並
拿到香港法院判決，原本只能在內地法院
重新起訴，未來可直接尋求內地法院承認
及強制執行有關判決。又如，如果在一個
案件中，當事人取得子女監護權，如果另
一方將子女遷移香港或者扣留內地，當事
人可直接向內地或香港法院尋求協助，省
卻很多程序。

《條例》提高司法效率
有法律專家解釋， 之前，對於婚姻家庭
案件，香港採用的是一般訴訟程序，來自內
地的判決，只能通過英美法系執行的方式獲
得認可和執行，這導致在香港申請認可和執
行內地判決，受限於嚴格的管轄和送達規
則。而本次《條例》將內地判決納入香港成
文法的執行機制當中，省去了訴訟程序過
程，提高了司法效率。

可在香港或內地訴訟
另外，案件訴訟涉及金錢成本，如果雙方
協商一致，可自由在香港和內地之間選擇訴
訟地。比如，內地律師費等費用相對低，對
雙方來說性價比更高。因此，《條例》亦給
了當事人很大的選擇空間。
至於互認需要走哪些程序，手續是否繁
瑣，也值得關注，期待相關細則在這方面予
以確認，並盡量簡化過程。
麥家榮表示，總體上，《條例》生效後，
將會提高婚姻家庭糾紛當事人的便利度，他
們可以從新機制中迅速獲得司法補救措施，
減少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成本。而對於兩地而
言，司法資源也得到高效利用和合理分配，
利於大灣區的建設和融合。

●《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待生效後，一些懸而未決的離婚糾紛有望得到徹底解決。圖為有20多
年跨境婚姻家庭糾紛處理經歷的梁秋莎（左），為一名涉港婚姻糾紛案件當事人提供諮詢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兩地融合日益加深 不對等婚姻已極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隨着內地社會經濟發展，以及香港
年輕人觀念變化，兩地跨境婚姻有增多
趨勢。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內地服務發
展總監梁秋莎表示，其中最大的進步是
雙方是以感情為基礎的自由戀愛，更門
當戶對。因此，與 10 年前、20 年前相
比，跨境家庭的匹配度、和諧度大增，
跨境糾紛比例已經大為減少。
梁秋莎指，長期以來，由於香港是國
際大都市，兩地居民經濟收入不對等，
很多內地女孩對跨境婚姻有很大的期
待，甚至出現畸形的包養現象。這種情
況下，雙方了解不夠深入甚至不願意過
多了解，導致家暴、未婚生子等負面現
象發生。
「如今，兩地經濟往來、人員往來十
分頻密，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
地交流融合進一步加深，信息透明度增

加了，年輕人的思想發生了變
化，個人綜合素質和能力也提
高了，不對等的婚姻已經極
少。」梁秋莎說。
她還發現，以前跨境婚姻中
香港男內地女佔據絕對主流，
如今，香港女嫁內地男的數量
大幅增加。
香港青年李嘉林在惠州創
業，培育蚯蚓和有機肥。在工
作中，他結識了廣東女孩徐錫
蘭，雙方發現兩人性格、愛好 ●來自香港的李嘉林夫妻是典型的「港夫粵妻」，
和追求都很相似，確立了戀愛 不僅是生活上的伴侶，在事業上亦互相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關係，後在香港登記結婚，並
姻或戀愛的組合，便有近20對。
把事業重心放在大灣區。如今，兩人是
「內地年輕人素質也都很好，這其中
生活上的伴侶，事業上又互相幫助，共
也有香港女嫁內地男。大家在一起很平
同經營創業項目。李嘉林發現，內地、
常，我覺得沒有香港、內地之別。」李
香港跨境婚姻近年有較大增長，現象十
嘉林說。
分平常，僅他身邊的香港、內地跨境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我
恰好有工作需要回香港，『回港易』計劃來得太
及時了。」在北京從事教育相關工作的香港青年
黃爾諾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於 5 日由北京飛
抵香港，整個過程快速便捷。至於注意事項，他
建議，預約系統多設置一個內地手機號碼選項，
確保申請人能在內地第一時間收到相關提示短
信。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布，自 4 月 29 日起，「回港
易」計劃擴展至內地其他省市的香港居民，香港居
民若符合「回港易」計劃下的所有指明條件，回港
時可免去接受14天強制檢疫的安排。
黃爾諾表示，「回港易」經香港國際機場入境的
名額每日只有 1,000 個，因此在該計劃發布後，他
第一時間上網申請預約名額。申請到免檢疫名額
後，他在出發前三天接受了核酸檢測並拿到陰性證
明。不過，他提到，預約時僅可以填寫香港手機
號，建議可以增加內地手機號碼的選項，讓身處內
地的港人有多一個選擇，確保其在內地也能收到短

信。

盼
「回港易」
可雙向安排
「在北京上飛機時，按照航空公司職員指示遞交
香港衞生署電子健康申報表，確認符合『回港易』
計劃條件後收到一個綠色二維碼。」黃爾諾告訴記
者，在香港機場完成「鼻腔與咽喉合併拭子樣本」
採集後就需要去「回港易」柜枱，工作人員會檢查
香港身份證、綠色二維碼、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的紙
質報告正本、微信小程序核酸檢測機構查詢功能的
屏幕截圖等。確認文件齊備後，會獲發抵港人士健
康檢查記錄表，上面有回港人士的名字和飛機班
次。隨後，到「回港易」專屬等候區等待檢測結
果。收到檢測陰性結果，工作人員會通知可以離開
辦理入境手續。
黃爾諾預計兩周後由香港前往北京，目前他最大
的煩惱就是回北京後要隔離 14 天。他希望「回港
易」計劃能早日實現雙向安排，讓港人可免檢疫北
上。

●通過「回港易」計劃，港青黃爾諾由北京飛往香
港，建議預約系統多設一個內地手機號碼選項，確
保申請人能在內地收到相關提示短信。 受訪者供圖

23 港青入圍「大灣區創業培訓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道）
「『沖』出夢想——太平洋咖啡×港專@大灣區創
業培訓計劃（以下簡稱「計劃」）」於 5 月 6 日在太
平洋咖啡深圳深業上城店舉行實習見面會。該計劃
依託華潤集團豐富的產業資源，通過培訓、實習、
創業實踐三個階段，讓香港青年到大灣區感受並了
解祖國的變化，以幫助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創業就
業，開闢人生新的奮鬥空間。該計劃由華潤旗下的
太平洋咖啡和港專學院於2019年3月8日啟動。

獲勝團隊可獲百萬獎金
此次入選「計劃」的港青共 23 人，分成 8 組，將
在華潤集團旗下深圳太平洋咖啡的不同分店進行為
期一個半月的一線實習，其間學員需在前線侍應和
後勤崗位工作，學習如何打理咖啡店。

實習結束後，8個組將分別提交一份商業計劃書，
由專業評委評出最優質的兩份，最終將有兩個獲勝團
隊獲得主辦機構提供的100萬元人民幣創業資本，幫
助在大灣區開設屬於自己的咖啡店。
「計劃」於 2019 年推出，當時吸引近 800 名香港
青年報名參加。經過 3 輪激烈遴選後，30 名來自各
行各業的青年入圍。入圍後，30 名學員接受了主辦
方組織的近半年培訓，其中包括團體歷奇挑戰訓
練，有助強化團隊合作，讓學員發掘理想的合作夥
伴；又有高難度的野外定向，以及原野烹飪體驗，
鍛煉學員的刻苦、冒險精神，也強化他們在逆境中
的解難能力及適應力；而不同類型的分組報告，則
全方位訓練他們的組織、分析及統籌能力。
華潤集團方面負責人透露，希望能通過這次活
動，讓香港青年真正體驗在內地營運店舖，以及在

● 太平洋咖啡店的咖啡師為香港學員現場調製手磨
咖啡。
受訪者供圖
不太熟悉的環境中獨立工作和生活，從而有所成
長，以他們的親身經歷鼓舞、帶動更多香港年輕人
融入大灣區。

粵澳青茂口岸驗收 擬 小時通關

港青憑「回港易」返港 倡添內地手機號選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點交通項目，粵澳新通
道青茂口岸建造工程已竣工，現正進行工程
驗收。香港文匯報記者從該項目相關部門獲
悉，接下來，澳門與內地有關部門將加快進
行青茂口岸聯調聯試及壓力測試，預計今年
下半年開通，將實施24小時通關。
據了解，粵澳新通道包括青茂口岸澳門側
聯檢大樓、珠海側聯檢大樓及連接通道等，
旨在緩解拱北—關閘口岸的通關壓力。其
中，澳門側聯檢大樓及鴨涌河綜合整治原合
同完工期為去年 12 月；珠海側聯檢大樓及
連接通道原合約完工期為今年 3 月。受天氣
原因及新冠疫情等影響，三個項目延至今年
4 月完工，現正進行竣工驗收和移交等程
序。此外，其配套設施青茂口岸行人天橋亦
已於4月完工及移交。
「期待青茂口岸早日實現通關，往來澳門
就多了一個便捷選擇。據規劃，將有幾百米
的長廊直接聯通廣珠城軌珠海站，一下車便
可直達口岸聯檢大樓，很方便。」經常往返
粵澳的廣東居民伍先生告訴記者，青茂口岸
將通人不通車，以自助通關為主，而且實施
24 小時通關，將進一步促進澳門與內地的
交往和合作。
據規劃，青茂口岸將設有 100 條自助通
道，出入境各 50條，以及 4條人工通道，出
入境各 2 條；而且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
行」的通關模式，為專供行人通行的電子自
助專用口岸，24 小時全天候開放，助力粵
澳深度合作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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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茂口岸將與廣珠城軌珠海站連接，該口岸正進行
工程驗收。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