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人口和入境事務
二零一二年，香港人口進一步增加，數目接近720萬，
而出入境旅客人次則錄得約2.68億，
較前一年增加1 500萬。

二零一二年年底，香港人口的臨時數字為 7 173 900 人，較前一年增加 0.9%。人口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出生人數比死亡人數多 48 500 人。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二年期間，人口的每年
平均增長率為 0.7%。二零一二年的出生率 註一預計為千分之十三，與二零一一年相若。死
亡率註二則維持約為千分之六。
15 歲以下人口比率由二零零七年年中的 13%，下跌至二零一二年年中的 11%，而 65 歲及
以上人口比率則由二零零七年年中的 13% 上升至二零一二年年中的 14%。年齡中位數在同
期間由 40 歲上升至 42 歲。總撫養比率註三 由二零零七年年中的千分之三四九下降至二零
一二年年中的千分之三三五。

入境事務處
香港特區是獨立的旅遊地區，擁有制定入境政策的自主權。根據《基本法》
，香港特區政
府可對世界各國及地區人士的入境、逗留和離境實施出入境管制。
《基本法》也訂有條
文，規管內地人士進入香港特區的事宜。
除了管制出入境，入境處還為本港居民提供多項服務，包括簽發香港身分證、特區護照
和其他旅行證件；處理國籍和居留事宜，以及辦理生死和婚姻登記手續。入境處致力利
用先進資訊科技加強這些服務。
註一 出生率是指某一曆年所知活產嬰兒數目相對年中每千名人口的比率。
註二 死亡率是指某一曆年所知死亡人數相對年中每千名人口的比率。
註三 總撫養比率是指 15 歲以下和 65 歲及以上人口與 15 至 64 歲人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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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入境處編制有 5 319 名紀律人員和 1 495 名文職人員。

出入境管制
香港歡迎旅客到訪，並奉行寬鬆的簽證政策。目前，約有 170 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士可免簽
證來港七至 180 天不等。二零一二年，香港的出入境旅客人次錄得接近 2.68 億，較二零
一一年上升 5.65%。經陸路抵港的旅客則逾一億人次，他們大部分是內地居民。
入境處在各出入境管制站設有旅客 e- 道，為香港居民及合資格並已登記的旅客提供自助
出入境檢查服務，而車輛管制站也設有車輛專用的 e- 道。由二零一二年一月起，合資格
的內地旅客可在多個管制站登記及使用 e- 道服務。

合法移民
移居本港的人士大部分來自內地。二零一二年，約有 54 600 名內地居民根據每日 150 個配
額的單程證計劃來港定居，與家人團聚。

居留權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國籍，都在香港特區享有居留權，並
有資格取得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居留權證明書計劃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 三 ) 項，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地方所生的中國
籍子女是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享有香港居留權。
《入境條例》規定，凡聲稱根據《基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 三 ) 項具有居留權資格者，在出生時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必須是享
有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政府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開始實施居留權證明書計劃，規定有關人士必須持有附貼有
效居權證的有效旅行證件 ( 如單程通行證 )，才可確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 三 ) 項所指的香
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身分。這項安排使當局可以有系統地核實聲稱享有居留權人士的身
分，確保他們有秩序地來港。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年底，約有 193 700 名
居權證持有人從內地來港。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在二零零六年六月推出，旨在壯大香港的人力資源，讓優秀人才無須
先獲本港僱主聘用，便可申請來港定居。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當局共批出2 392個名額。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目的，是方便那些把資金帶來香港投資，但不會參與經營任何業
務的人士來港。現時，這項計劃下的投資 ( 及淨資產或淨資本要求 ) 最少為 1,000 萬元。截
至二零一二年年底，共有 16 915 宗申請根據計劃獲批准，總投資額達 1,29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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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來港就業
本港一向對專業人士來港就業實施寬鬆靈活的政策。非本地人士只要具備香港所需要而
又缺乏的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或能夠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都歡迎他們來港工
作。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今，共有超過36萬名非本地專才通過不同入境安排來港工作。

非本地學生在港就業
自二零零八年五月起，完成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學士學位或以上課程的非本地畢業生，可
申請在畢業後留港一年就業。非本地畢業生如有意返港就業，只要受僱的工作崗位通常
是由學位持有人出任，而薪酬福利達到市場水平，也可申請返港工作。

受養人來港居留
香港永久性居民或不受逗留期限約束的香港居民的配偶、18 歲以下未婚受供養子女及 60
歲或以上的受供養父母，可申請以受養人身分來港居留。按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或資本投
資者入境計劃來港，或以專業人士身分來港工作，或來港在頒授學位的本地院校修讀全
日制學士學位或研究院課程的人士，他們的配偶和 18 歲以下未婚受養子女，均可申請以
受養人身分來港居留。

非法入境
香港特區時刻保持戒備，打擊非法入境活動。二零一二年，有 1 286 名內地非法入境者被
捕，較二零一一年下降 21%；有 342 名越南非法入境者被捕，較二零一一年上升 22%；另
有 414 名非華裔非法入境者 ( 不包括越南非法入境者 ) 被捕，較二零一一年上升 56%。
入境處與內地及海外政府就人口流動和非法移民活動保持緊密聯繫。二零一二年，該處
的代表出席了在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及泰國等地舉行的會議及工作坊。

移居外地
據估計，二零一二年本港居民移居外地的人數約為 7 600 人，大部分移居美國 (2 600 人 )、
澳大利亞 (2 200 人 ) 和加拿大 (1 000 人 )。

個人證件
旅行證件
入境處由二零零七年起簽發香港特區電子護照。電子護照按照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標
準，內藏非接觸式集成晶片，載有持證人的個人資料及容貌影像，作為生物特徵標識
符。入境處嚴密監管香港特區護照的簽發工作，只會向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
證，並享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中國公民簽發香港特區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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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申請人可選擇經互聯網遞交申請，而 18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申請人亦
可選擇使用設置在入境處辦事處的自助服務站遞交申請。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開始，設
置於總部的自助服務站，試行開放予 11 至 17 歲的合資格申請人作遞交申請之用。二零
一二年，入境處收到 654 029 份香港特區護照申請書，其中 16 634 份來自海外。
香港特區護照上訴委員會負責處理因申請香港特區護照遭拒絕而提出的上訴。年內，委
員會接獲 15 宗上訴個案，包括 11 宗來自海外及 4 宗來自本地的個案。
入境處繼續進行游說工作，為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爭取更方便的出入境安排 ( 包括免簽證
入境 )。二零一二年，阿爾巴尼亞共和國、黑山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及荷蘭王國加
勒比地區同意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待遇。現時，已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
有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的國家和地區達 147 個。
入境處亦負責簽發其他旅行證件，包括簽證身分書和回港證等。簽證身分書是國際旅行
證件，香港居民若未符合資格領取香港特區護照而又無法領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護照或
旅行證件，都可申領。回港證是香港居民往來內地和澳門的旅行證件。年內，入境處共
簽發 59 828 本簽證身分書及 118 915 本回港證。

身分證
入境處也負責簽發身分證給香港居民。身分證有兩類：發給享有香港居留權人士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以及發給沒有居留權人士的香港居民身分證。
除了必須領取居留權證明書的人士外，其他聲稱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人士，必須申請
核實資格，才可領取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二零一二年，入境處共收到 82 099 份申請書，
其中 64 804 份獲得批准。

智能身分證
入境處自二零零三年六月起簽發智能身分證。智能身分證採用先進科技，難以偽造。智
能身分證讓入境處得以利用指紋識別技術核實持證人的身分，並讓持證人可享用 e- 道的
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二零一二年，入境處共簽發 613 121 張智能身分證。

國籍事宜
入境處獲中央人民政府授權處理香港居民的中國國籍申請事宜。香港特區的中國公民如
希望在香港特區被視為外國公民，必須向入境處申報變更國籍。二零一二年，入境處收
到 95 份國籍變更申報書、1 274 份加入中國國籍申請書、119 份退出中國國籍申請書，以
及五份恢復中國國籍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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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香港以外地區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入境處轄下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與保安局、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
外國使領館、香港特區政府在外辦事處及其他政府部門緊密合作，專責向在香港以外地
區身陷困境的香港居民提供務實協助。二零一二年，該小組共處理 1 791 宗求助個案。
二零一零年推出的“外遊提示登記服務”在二零一二年二月提升功能，讓在外地升學及公
幹的用戶可登記其外地流動電話號碼，並透過該電話接收由系統所發出的短訊。

婚姻登記
婚姻登記受《婚姻條例》規限。根據該條例締結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自願的終身結合，不
容他人介入。登記結婚人士無須符合任何居留或國籍規定，但雙方的年齡不得少於16歲。
擬結婚人士須在婚禮舉行日不少於 15 天前通知婚姻登記官。婚禮須在發出通知後三個月
內舉行。準新人除可在五個婚姻登記處或 268 個領有舉行婚禮許可證的公眾禮拜場所舉行
婚禮外，也可聘用婚姻監禮人在香港任何地方主持婚禮。二零一二年，有 27 863 對男女
在婚姻登記處舉行婚禮，在特許公眾禮拜場所舉行婚禮的有 2 899 對，另有 29 511 個婚禮
由婚姻監禮人主持。
婚姻登記官也負責簽發無婚姻記錄證明書。年內，入境處共簽發 21 704 份證明書。

生死登記
根據《生死登記條例》
，父母必須在嬰兒出生後 42 天內，向生死登記官登記嬰兒在港出生
的資料，如期辦理者無須繳付登記費用。如在嬰兒出生 42 天後才登記，則須繳付費用。
如嬰兒出生滿 12 個月仍未登記，須獲得生死登記官同意，才可補辦登記。目前，全港共
有四個分區出生登記處，負責辦理出生登記手續。
任何人如死於自然，死者親屬須在 24 小時內辦理死亡登記。本港現有三個死亡登記處，
免費提供登記服務。巿民也可在新界及離島 15 間指定警署，為身故親屬辦理死亡登記。
年內登記的出生人數為 91 343 名，死亡人數為 43 672 名。

網址
保安局：www.sb.gov.hk
入境事務處：www.immd.gov.hk
政府統計處：www.censta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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