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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黄码可参与展览会议 
助香港与国际正常交往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宣布，由即日起，从海外或台
湾登机抵港持＂黄码＂人士，在符合特定条件
下，可参与商贸展览及会议，香港贸发局对此表
示欢迎。
2022年8月25日

 在新规定下，从海外及台湾登机抵港人士的酒店检疫期缩短
至三晚，随后四晚于家居或一般酒店进行医学监察。新措施将
增设安心出行＂红黄码＂制度，持黄码者虽不能进入涉及不配
戴口罩或羣组活动的高风险场所，但可参与＂企业对企业＂会
议及展览。为配合新检疫措施及减省在香港国际机场所需逗留
时间，来港人士在登机前必须完成卫生署的网上电子健康申报
并取得二维码，并在抵港10天内进行五次PCR核酸检测及每
天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按此浏览详情)

商贸头条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8/23/P2022082300484.htm?fontSize=1
https://www.chp.gov.hk/hdf/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8/08/P2022080800621.htm?fontSize=1
https://hkmb.hktdc.com/sc/Section/%E5%95%86%E8%B4%B8%E5%A4%B4%E6%9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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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黄码者可参与商贸展览及会议 

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博士表示：＂本局欢迎政府聆听业界意
见后作出迅速回应，为有意来港参加国际会议及展览的人士带
来方便，亦为香港与国际恢复正常交往走前了一步。但会展业
不断演化，为同时针对贸易及公众客群，‘企业对企业’及公
众展览以二合为一的混合模式举行，已成为全球业界的趋势。
因此，新安排只容许持黄码的抵港人士在四天医学监察期间参
加贸易展会，但不包括公众展览，对已经受到沉重打击的会展
业界而言，仍然有一定困难。＂ 
 
林博士说：＂近日香港确诊个案上升，我们理解特区政府需要
在公众健康与经济复苏之间取得平衡。然而贸发局于过去两个
月成功举办香港书展及美食博览两项大型公众活动，分别录得
85万和43万人次入场，证明会展业界、参展商及活动参与人
士，都可以遵守及紧密配合政府的卫生措施，因此我们希望政
府考虑容许持黄码的抵港人士在四天医学监察期间参与公众展
览。业界亦非常期望可以尽快实施。＂他又说，贸发局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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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及业界保持紧密沟通，做好协调工作，希望香港疫情尽
快受控，让我们与国际社会能早日完全恢复正常交往。 
 

香港贸发局未来数月举办的主要展览及论坛包括：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月31日至9月1日)
国际名表荟萃、香港钟表展 (9月7至11日) 及 香港国际
时尚汇展 (9月9至11日)
国际资讯科技博览、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国际电子组
件及生产技术展、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国际户外及科
技照明博览 (10月13至16日)
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11月9至11日) 及 亚洲医疗健
康高峰论坛 (11月10 至11日)

香港最新入境防疫措施

香港特区政府新近调整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以下为相关参考
资料。(按此了解详情)

 

计划行程 
欲乘飞机前往香港的人士在登机前必须：

网上完成卫生署健康及检疫资讯申报表及取得健康申报
二维码；
提供预定起飞时间前48小时内采样进行的PCR核酸检测
阴性结果证明 或 登记来港前14天至90天内曾感染病毒
的证明及预定飞时间前24小时内采样进行的快速抗原测
试阴性结果证明。
提供与所需强制检疫期相应的指定检疫酒店预订房间确
认书；
提供认可疫苗接种纪录文件(如适用) 
 

 

 
 
 

https://www.beltandroadsummit.hk/conference/bnr/sc
https://www.hktdc.com/event/te/s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watchfair/sc
https://centrestage.hktdc.com/home/sc/landing-sc/
https://www.hktdc.com/event/ictexpo/s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lightingfairae/sc
https://www.hktdc.com/event/electronicasia/s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electronicsfairae/s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otlexpo/s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medicalfair-sc
https://www.asiasummitglobalhealth.com/sc/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inbound-travel.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inbound-travel-faq.html
http://www.chp.gov.hk/h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PredepartureTest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designated-hotel.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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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强制检疫：抵港人士须在指定检疫酒店居住三晚，
持续检测阴性者可于第三天早上完成强制检疫。
四天医学监察：抵港人士其后须于家居或其他自行安排
处所居住四晚，期间接受医学监察，持续检测阴性者在
第七天早上完成医学监察。
持续监察及检测：抵港人士其后三天继续自行监察身体
状况，每天进行快速抗原测试至第十天，并于第九天接
受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频密检测 

从海外地区或台湾抵港人士，抵港在强制检疫、医学监
察及自行监察期间须进行多次检测：
第零天：在机场进行核酸检测； 
第二天：在指定检疫酒店进行核酸检测；
第四天、第六天及第九天：在取得当天快速抗原测试阴
性结果后，到社区检测中心、流动采样站或自费到获政
府认可的本地医疗检测机构以专业拭子采样进行核酸检
测；及
在强制检疫、医学监察及自行监察期间，须每天进行快
速抗原测试，直至抵港第十天。 

不得进入涉及不佩戴口罩或羣组活动的高风险场所，以
及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处所，包括餐饮业务处所（包括
酒吧／酒馆）、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游乐场
所、室内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美容院及按摩院、

＂3+4＂强制检疫及医学监察 
 

 

 
疫苗通行证
 

从海外地区或台湾抵港人士在四天医学监察期间，在每天进行快速抗原测
试取得阴性结果后可以外出，但会受＂疫苗通行证＂＂黄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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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会址、夜店／夜总会、卡拉OK场所、麻将天九耍乐处
所、室内体育处所、泳池、邮轮、室内活动场所、理发
店／发型屋及宗教处所；
可以进行风险较低的日常必需活动，例如乘搭交通工
具、上班、进入超级市场及街市等；
亦可在特定条件下参与＂企业对企业＂会议及展览。 

 
 
相关网页：

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2022
创业日2022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2022
国际环保博览2022
香港贸发局香港婴儿用品展2023
香港贸发局香港玩具展2023
香港国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2023
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眼镜展2023
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美酒展2023
贸发网采购平台
香港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
香港贸发局最新活动安排

 
延伸阅读： 

贸发局推五大工作重点   助企业应对挑战觅机遇
港纸品集团ESG作核心   建设绿色厂房看好前景
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   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港商落户前海十问十答   税务租务招聘一文看清
崭新科技促可持续时尚   再生面料迎大湾区机遇
贸发局推全新展览模式  ＂展览+＂线上线下出击
港商落户前海十问十答   税务租务招聘一文看清 
注册成为外商投资企业　为港商进军大湾区铺路 

 

 

https://www.almac.hk/main/sc/
https://portal.hktdc.com/eday/sc
https://bipasia.hktdc.com/sc
https://event.hktdc.com/fair/ecoexpoasia-s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babyfair-s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toyfair-s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stationeryfair-s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opticalfair-s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winefair-sc
https://sourcing.hktdc.com/sc
http://www.hktdc.com/ncs/smecentre/sc/main/index.html
https://home.hktdc.com/sc/s/health-protection-measures
https://hkmb.hktdc.com/sc/FGaD8184
https://hkmb.hktdc.com/sc/sKHxJryx
https://hkmb.hktdc.com/sc/eCWFs9fv
https://hkmb.hktdc.com/sc/RpNuyeDw
https://hkmb.hktdc.com/sc/c0xFxhUB
https://hkmb.hktdc.com/sc/sQ99rAp9
https://hkmb.hktdc.com/sc/RpNuyeDw
https://hkmb.hktdc.com/sc/VXqh4UOj
https://hkmb.hktdc.com/s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8%B4%B8%E5%8F%91%E5%B1%80%E6%B6%88%E6%81%A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6%9E%97%E5%BB%BA%E5%B2%B3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9%98%B2%E7%96%AB%E6%8E%AA%E6%96%BD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4%BC%9A%E8%AE%AE%E5%8F%8A%E5%B1%95%E8%A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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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香港,  贸发局消息,  林建岳,  防疫措施,  会议及展览,
安心出行,  红码,  黄码,  疫苗通行证

文章概览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由8月25日起从海外或台湾抵港人士处于＂黄码＂

期间，在符合特定条件要求下，可参与＂企业对企业＂会议及展览，香

港贸发局表示欢迎。

为配合新检疫措施及减省在香港国际机场所需逗留时间，来港人士在登

机前必须完成卫生署的网上电子健康申报并取得二维码。

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博士表示，除了商贸展览及会议外，该局亦希望

政府考虑让持黄码的抵港人士在四天医学监察期间参与公众展览。

2022年9月5至8日

2022年11月9至11日

2022年11月28至30日

2023年1月9至12日

相关活动

2022新加坡国际食品与饮料展 香港馆

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2022 (实体展)

德国慕尼黑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香港国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 2023 (实体展)

https://hkmb.hktdc.com/s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8%B4%B8%E5%8F%91%E5%B1%80%E6%B6%88%E6%81%A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6%9E%97%E5%BB%BA%E5%B2%B3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9%98%B2%E7%96%AB%E6%8E%AA%E6%96%BD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4%BC%9A%E8%AE%AE%E5%8F%8A%E5%B1%95%E8%A7%88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AE%89%E5%BF%83%E5%87%BA%E8%A1%8C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7%BA%A2%E7%A0%81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9%BB%84%E7%A0%81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7%96%AB%E8%8B%97%E9%80%9A%E8%A1%8C%E8%AF%81
https://hkmb.hktdc.com/s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B%BD%E9%99%85%E9%A3%9F%E5%93%81%E4%B8%8E%E9%A5%AE%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6%86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medicalfair-sc/%E9%A6%99%E6%B8%AF%E8%B2%BF%E7%99%BC%E5%B1%80%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9%86%AB%E7%99%82%E5%99%A8%E6%9D%90%E5%8F%8A%E7%94%A8%E5%93%81%E5%B1%95.html
https://hkmb.hktdc.com/sc/1X04YZEP/event/%E6%85%95%E5%B0%BC%E9%BB%91%E5%9B%BD%E9%99%85%E4%BD%93%E8%82%B2%E7%94%A8%E5%93%81%E5%8D%9A%E8%A7%88%E4%BC%9A%EF%BC%88%E5%8F%96%E6%B6%88%EF%BC%89
https://hkmb.hktdc.com/s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B%BD%E9%99%85%E9%A3%9F%E5%93%81%E4%B8%8E%E9%A5%AE%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6%86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medicalfair-sc/%E9%A6%99%E6%B8%AF%E8%B2%BF%E7%99%BC%E5%B1%80%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9%86%AB%E7%99%82%E5%99%A8%E6%9D%90%E5%8F%8A%E7%94%A8%E5%93%81%E5%B1%95.html
https://hkmb.hktdc.com/sc/1X04YZEP/event/%E6%85%95%E5%B0%BC%E9%BB%91%E5%9B%BD%E9%99%85%E4%BD%93%E8%82%B2%E7%94%A8%E5%93%81%E5%8D%9A%E8%A7%88%E4%BC%9A%EF%BC%88%E5%8F%96%E6%B6%88%EF%BC%89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stationeryfair-sc/Hong-Kong-International-Stationery-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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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全球共有50个办事处(13个位于中国内地)，为香港中小

企提供多元化的业务推广及营商支援服务，并探索市场商机，是联系世界各

地的业务伙伴。

为您拓商机

为您拓商机

免费商贸资讯 立即订阅，助你掌握环球营商动态 登记 >

© 2022  香港贸易发展局版权所有，对违反版权者保留⼀切追索权利  。

HKTDC.com 关于我们 联络我们 香港贸发局流动应⽤程式 订阅商贸全接触电邮通讯
更新您的香港贸发局电邮订阅

Čeština Deutsch Español Français Italiano Polski Português Pусский عربى
한국어 ⽇本語

使⽤条款 私隐政策声明 超连结条款及细则 ⽹站导航 京ICP备09059244号
京公⽹安备  11010102002019号

关注 HKTD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stationeryfair-sc/Hong-Kong-International-Stationery-Fair/
http://hkmb.hktdc.com/sc/contact-hktdc
https://hkmb.hktdc.com/s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https://www.hktdc.com/sc/
https://www.hktdc.com/sc/
https://aboutus.hktdc.com/sc/
https://home.hktdc.com/sc/contact-us/?source_url=https%3A%2F%2Fhkmb.hktdc.com%2Fsc%2FgPYHel7M%2F%25E5%2595%2586%25E8%25B4%25B8%25E5%25A4%25B4%25E6%259D%25A1%2F%25E6%258C%2581%25E9%25BB%2584%25E7%25A0%2581%25E5%258F%25AF%25E5%258F%2582%25E4%25B8%258E%25E5%25B1%2595%25E8%25A7%2588%25E4%25BC%259A%25E8%25AE%25AE-%25E5%258A%25A9%25E9%25A6%2599%25E6%25B8%25AF%25E4%25B8%258E%25E5%259B%25BD%25E9%2599%2585%25E6%25AD%25A3%25E5%25B8%25B8%25E4%25BA%25A4%25E5%25BE%2580
https://home.hktdc.com/sc/mobile-apps
https://hkmb.hktdc.com/s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https://www.hktdc.com/epc/epc_subscription_request.htm?local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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