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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某类别人士入境香港以从事生产运营，业务活动或提供

专业服务为目的的行程属必要，并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可

豁免该人或该类别人士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1. 从事大规模交易的香港法律专业人士

根据《经修订的检疫规例》第4(1)条，自2020年06月15日

起，政务司司长已确认若干合资格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的

法律执业者。从事以下一项重大商业交易的法律执业者具有

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的资格。重大商业交易指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工作或上市公司根据所

适用的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须予公布的交易（交易）。以下

类别的法律执业者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a)  在交易中代表一方的合资格法律执业者应：

(i)  从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来港，为该交易提供必

要的法律服务，而该服务必需由该人士亲身到

当地提供；或

(ii)  前往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为该交易提供必要

放宽对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申请上市公司董事，若干律师，             

会计师及专业人士接受香港强制检疫安排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20年2月08日颁布了《若干到港人士

强制检疫规例》（第599C章）（规例）。该规例适用于凡从中

国（香港除外）的地区到达香港的人士例。根据该规例以及特

定的例外情况规定，凡从中国（香港除外）的地区到达香港的

人士，均须实行检疫，检疫期为到港当日起计的14日（强制检

疫安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20年4月29日府颁布了

《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修订）（第2号）规例》，对该规例

进行了修订（经修订的检疫规例）。

一. 香港豁免部分香港法律执业者，仲裁员及调解员接受强制

检疫安排

根据《经修订的检疫规例》第4(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近

期颁布了一项申请机制1以豁免参与仲裁，调解或其他类别法

律程序的仲裁员，调解员及以代表任何一方的法律执业者及

就某些大规模交易提供意见的法律执业者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制。

《经修订的检疫规例》第4(1)条规定政务司司长司如信纳某

1	 h t t p s : // s c . i s d . go v . h k / Tun iS /www. i n f o . go v . h k /g i a /
general/202006/15/P2020061500564.htm?fontSize=1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15/P2020061500564.htm?fontSize=1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15/P2020061500564.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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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服务后从当地返港，而该服务必需由该

人士亲身到当地提供。

一般而言，对同一交易的申请只有少数人会获批豁免接受强制

检疫安排。

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第14章载列了有关若干交易的详细规

定，主要是上市发行人的收购及出售交易须向香港交易所披

露。从广义上说，这些交易属《上市规则》第14章中被视为须

予公布的交易。

下文第(iii)点概述了法律执业者的豁免申请程序。

2. 香港仲裁员及调解员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除上文所述内容之外，根据《经修订的检疫规例》第4(1)条，

政务司司长也已确定以下提述类别仲裁员，调解员或法律执

业者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a)  参与相关机构2之一所管理的仲裁程序的仲裁员、调

解员或以当事人代表身份代表该等仲裁程序或法庭

诉讼程序任何一方的合资格法律执业者（合资格程

序）并：

i. 前往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提供与合资格程序

有关的必要专业服务后从当地返港；或

ii. 从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来港，提供与合资格程

序有关的必要专业服务。

下文第(iii)点概述了适用于仲裁员，调解员及法律执业者的豁

免申请程序。

3. 获豁免接受香港强制检疫安排的申请程序及证明文件

希望获得上述某项豁免的申请人须向律政司提交申请书。除

2	 https://www.doj.gov.hk/pdf/20200519_sjo1_appendix.pdf

特殊情况外，所有申请应在行程开始前至少两星期提交到律

政司。 

有关仲裁员，调解员及法律执业者应向律政司提交申请表格3

，列明每名申请人之个人资料及前往香港丶澳门丶台湾或中国

内地的理由，同时申请应包含以下证明文件：

(a)  每名申请人的香港身份证丶护照或其他旅游证件副

本；

(b)  每名申请人的专业资格证书副本；

(c)  聘用每名申请人参与仲裁丶调解或诉讼程序的文书副

本；

(d)  由在交易中法律执业者代表的公司所发出之信函副

本，确认亲身到场为重大商业交易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的必要性；

(e)  每名申请人须作出声明，前往香港丶澳门丶台湾或中国

内地的目的是为合资格程序程序提供必须的专业法

律或争议解决服务，或为重大商业交易提供必要的法

律服务，而该服务必需由该人士亲身到当地提供；

(f)  每名申请人须作出声明，只会前往及逗留於申请人给

予必须的专业服务所在的城市；及

(g)  每名申请人须作出声明，在该城市停留期间须采取一

切所需的防护措施以保障个人卫生及避免不必要的

社交接触。

二. 合资格获豁免接受香港强制检疫安排的其他类别人士

此外，政务司司长亦已根据《经修订的检疫规例》第4(1)条确

认了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的其他类别人士。合资

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的类别人士完整名单可点击这里

3	 https://www.doj.gov.hk/sc/public/20200519_sjo1.html#_ftn1

https://www.doj.gov.hk/pdf/20200519_sjo1_appendix.pdf
https://www.doj.gov.hk/sc/public/20200519_sjo1.html#_f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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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取。

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董事或于香港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的公

司董事

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建议安排的董事类别是：

1. 于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董事；

2. 于香港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的公司董事（合资格董

事）；

而又因公务往来中国内地及香港。公务目的需获香港交易所认

可，对上市公司或提交上市申请公司属必要，包括：

1. 由中国内地前往香港出席上市公司在香港举行的股东

会议（包括股东周年大会和股东特别大会）；

2. 由中国内地前往香港出席由香港交易所举行的聆讯 

（包括上市聆讯、纪律聆讯和覆核聆讯）;及

3. 往中国内地出席在港上市公司股东会议后回港。

各上市公司或提交上市申请的公司在指明期间内最多可有两

名董事可申请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有关上文所述第(i) 

–(iii)点中一种或多种情况下合资格董事的指明期间将在考量

该合资格董事开始履行并完成公务的时间后进行计算。

香港交易所通函5就合资格董事的指明期间及申请程序给予了

详细指引。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并已纳入若干指数的公司董事及行政人员

4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5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
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
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
Duty_Travel.pdf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并已纳入若干指数的公司董事或行政人员，

如因必要的业务活动由中国内地前往香港，或完成必要的业

务活动后从中国内地返回香港，即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

疫安排。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并已纳入以下指数之一的公司董事及行政

人员即可合资格：

1. 恒生指数；

2.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或

3. 恒生综合大型、中型或小型股指数（合资格公司）。

合资格董事的获豁免受配额限制，每项申请亦会按行程需要

以及此计划的目的而做考虑。

每间合资格的上市公司只可提名最多两名人士（该人士可以

是董事及/或行政人员）（获提名人士）申请豁免。当豁免获批

后，合资格公司不可以更改获提名的董事或行政人员（不论该

等获提名人士最终有没有进行有关旅行）。此外，每间合资格

公司的每名获提名人士每个日历月只可申请一次获豁免受强

制检疫安排。在同一个日历月内为同一名获提名人士作出的多

次申请将不会被受理。

有关合资格公司获提名人士申请程序的详细指引，请参阅香

港交易所通函6。

合资格及获提名董事的旅程时间

合资格及获提名董事应将旅程时间限制在最低限度。从广义

上说，合资格及获提名董事抵达香港的日期不应早于其完成

公务的前一天。且合资格及获提名董事从内地回到香港的日

子不应迟于完成其在中国内陆公务后的第一天。

6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
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
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for_
Directors_or_Executives.p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599C-quarantine_exemption.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599C-quarantine_exemption.html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Application_Form_for_Exemption_on_Duty_Trave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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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会计专业人士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香港会计师公会根据《专业会计师条例》（第50章）注册的

执业单位之执业会计师、合伙人、董事或雇员（会计专业人

士）。

会计专业人士如有需要前往中国内地为在认可证券市场（根据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571章）附表1第1部第1条的释义）上

市的公司进行审计工作，即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如该等上市公司在中国内地有业务且该会计专业人士需要协

助该等公司履行规管該公司或业务的有关条例或其他规管文

件下的责任，则该会计专业人士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

安排。

香港研发企业或机构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

属于研发领域的企业或机构分成两个类别。该等企业或机构

为：

1. 香港的公营研发机构，包含：

 a.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b. 汽车平台及应用系统研发中心；

 c.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

 d. 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及

 e. 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

2. 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的香港科技园公司或数码港的租户，培

育公司，承批人或用户（统称“合资格企业”）。

合资格企业的有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排的人士类别及

数量规定如下：

1. 每间合资格企业最多可有兩名人员(包括拥有人及／或全

职雇员)获豁免，及该等人士需前往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进行

以下其中一项与研发相关的活动：

a. 与位于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的企业或机构合作而实

地进行研发工作；

b. 选购必要的物料或设备，以支持该合资格企业在香

港进行的科技研发工作；或

c. 监督该合资格企业位于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的科研

设施的运作。

三. 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获豁免接受香港强制检疫安排的条件

获豁免人士从中国内地，澳门或台湾抵达香港后，须接受由卫

生署安排的医学监测，还须配戴口罩，每天量度体温，并向卫

生署呈报任何不适。此外，政务司司长在批准豁免申请时，可

因应每宗个案施加其视为适当的额外条件。

四. 从香港前往中国内地及/或澳门

目前，尚无针对前往中国内地或澳门人士的对应规定，但是从

香港出发前往中国内地或澳门的人士仍须在抵达时接受强制

检疫（强制检疫期间通常为14日）。就该项事宜，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正在就对获认可医学实验室进行的2019冠状病毒

检测结果互相认可事宜与中国内地及澳门相关单位会话，藉

以达致香港人士抵达中国内地或澳门时能够获豁免接受强制

检疫的目标。

五. 合资格获豁免接受香港强制检疫安排类别人士的完整名

单

以下是截至2020年06月22日合资格获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安

排的类别人士完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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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境货车司机及必要的陪同人员7；

2. 跨境巴士及穿梭巴士司机及必要的车务人员8；

3. 须往返本港与中国内地、澳门及台湾履行其若干职责

的机组人员9；

4. 须履行与政府相关运作的政府官员10；

5. 须处理有关跨境运作的政府机构及承办商人员11；

6. 货船船员12；

7. 渔船及收鱼艇船员（包括中国内地过港渔工）13；

8. 由社会福利署署长委托向居住于中国内地的香港居民

提供福利支援的机构的相关人员14；

9. 为确保香港各项政府工程、公营房屋工程及机场管理

局工程所采用的服务或建造组件或物料的质量、完整

性及符合法定要求，而必须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建造业

人员，而有关工作并不能以其他方式取代15；

10. 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进行研究及／或为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意见的学术专家或国际组织相关

7	 https://www.thb.gov.hk/sc/forms/index.htm
8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9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10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11	 https://www.thb.gov.hk/sc/forms/index.htm
12	 https://www.thb.gov.hk/sc/forms/index.htm
13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

what_fis/what_fis.html
14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15	 https://sc.devb.gov.hk/TuniS/www.devb.gov.hk/tc/public_

forms/index.html

人员16；

11. 居住于中国内地的上水屠房及食用牲囗进口商的职员17

；

12. 为家居检疫供应手环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公共机构及其

伙伴机构的职员及相关人员18；

13. 为香港供应个人防护装备或其原料及/或生产设备的

公共机构及其伙伴、代理、公司或组织相关人员19；

14. 证明属居住于沙头角中国内地范围的香港居民类别人

士20；

15.  负责押运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往来澳门的保

安公司职员21；

16. 制造和供应香港正常运作或香港的人日常生活所需的

若干物品的公司的若干类别人员22；

17. 在中国内地从事生产作业的香港企业的若干人员23：

18.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所雇用和授权的最多50名人员24；

16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17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18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19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20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21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22	 https://www.tid.gov.hk/sc_chi/aboutus/form/publicform/
download.html

23	 https://www.tid.gov.hk/sc_chi/aboutus/form/publicform/
download.html

24	 https://www.fhb.gov.hk/chs/download_form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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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与政府合作进行动物疾病及人畜共患病的预防和控制

工作的兽医、兽医学者及相关专家25；

20. 持有《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有效

《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在中国内地提供有关服务

的香港企业的拥有人或最多两名雇佣人员26；

21. 在中国内地提供专业服务的若干建造业人员27；

22. 在中国内地进行业务活动的物流、港口及／或船务企

业拥有人或最多两名雇佣人员28；

23. 最多两名经营供港的农场/养殖场(即若干蔬菜生产农

场、水耕蔬菜生产农场、花卉生产农场、苗圃、禽畜生

产农场、水产养殖场)的人士、及/或其雇员，需往返中国

内地或台湾29；

24. 最多两名在中国内地水域作业的若干本地渔船或收鱼

艇船东、及/或其雇员，需往返中国内地30；

25. 最多两名获中国内地政府机关邀请参与有关粤港澳大

湾区渔农行业交流或发展会议的香港渔农业界商会人

士31；

26. 在中国内地居住并在香港根据《教育条例》(第279章)

注册的学校就读中三至中五级而需由中国内地进入香

25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
what_agr/what_agr.html

26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27	 https://sc.devb.gov.hk/TuniS/www.devb.gov.hk/tc/public_
forms/index.html

28	 https://www.thb.gov.hk/sc/forms/index.htm
29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

what_agr/what_agr.html
30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

what_fis/what_fis.html
31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

what_agr/what_agr.html

  港接受中学教育的香港居民；及32

27.  在香港国际机场海天客运码头提供转驳服务的快船船

员33。

32	 ht 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
exemption.html

33	 https://www.thb.gov.hk/sc/forms/index.htm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agr/what_agr.html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agr/what_agr.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exemption.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exemption.html
https://sc.devb.gov.hk/TuniS/www.devb.gov.hk/tc/public_forms/index.html
https://sc.devb.gov.hk/TuniS/www.devb.gov.hk/tc/public_forms/index.html
https://www.thb.gov.hk/sc/forms/index.htm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agr/what_agr.html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agr/what_agr.html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fis/what_fis.html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fis/what_fis.html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agr/what_agr.html
https://sc.afcd.gov.hk/gb/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agr/what_agr.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exemption.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599C-quarantine_exemption.html
https://www.thb.gov.hk/sc/form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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