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出入境旅客数约8200多万人次，日均23万人次——

从“打蛇饼”到“秒通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火眼金睛”护国门
符积军

4月23日，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在
深圳罗湖口岸宽敞明亮的出境大厅，川流不
息的旅客正快速、有序地通过检查，前往香
港旅游购物、探亲访友，抑或是经由香港前
往其他地方。密集的人流并未使通关等候区
排起长龙。只需几秒，人们通过简单的刷
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自助通
关。口岸的海关、边检工作人员也有条不紊
地履行着各自查验职责。这里是全世界最繁
忙的陆路口岸之一，也是昔日中国唯一通往
海外的“南大门”。

罗湖口岸位于深圳罗湖区商业中心区南
侧，与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被誉为连接香
港与内地的“第一口岸”。1950 年 7 月 1
日，经中央批准，罗湖口岸正式成为国家对
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成为连接“外
部世界”的“国门”，承担起对外交往、对
外联系的重要使命。此后的近 70 年间，罗
湖口岸不仅见证了深圳河两岸的风雨沧桑，
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与中国经济社会快
速崛起的历史进程。

百年沧桑罗湖桥

罗湖口岸因罗湖桥而建，前身为九龙
海关。

据深圳市口岸办公室高铁处副调研员侯
永军介绍，罗湖口岸作为中国最早设立开放
的口岸之一，是外商、外资、海外华侨进出
内地的主要口岸之一。罗湖口岸开放后，华
罗庚、邓稼先、郭永怀、李四光、钱三强等
数十位国际知名科学家和各界知名人士通过
罗湖桥回到了祖国怀抱。

上世纪 60 年代，罗湖口岸年均旅客流
量达 80多万人次。1962年新建的罗湖口岸
出入境旅客检查楼正式启用。

1962 年 3 月 20 日，为了保障香港的供
应，开办了从湖北江岸、上海新龙华、河南
郑 州 北 始 发 的 751、 753、 755 次 三 趟 列
车。“三趟列车”每天满载着猪、牛、羊等
鲜活商品，经过罗湖口岸运抵香港。

1978 年后，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新篇
章。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罗湖口岸旅
客通关量逐年大幅增长。为支持特区经济发
展，口岸各相关部门大力推行改革，以提高
进出旅客及货物的通关效率。

1986年6月14日，罗湖口岸联检大楼竣
工启用，并沿用至今。联检大楼主楼高 12
层，南北附楼各3层，通过全封闭双层人行桥
——罗湖桥与香港相连，设计流量为每天 8
万人次，预计年通过流量为2800多万人次。

2003 年，由于防洪标准过低，已有百
年历史的罗湖桥完成了使命，被分段拆除，
并当作文物复建于香港新界。新建的铁路桥
宽 40 米，卧伏在深圳河上，运送人员和物
资的火车仍然每天穿行于两地之间。

如今，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
大、个人游政策逐步放开，经罗湖口岸出入
境人员日益增多。统计显示，近年来每年查
验出入境旅客数量约 8200 多万人次，日均
23万人次，接近当时设计通关流量的 3倍。
自口岸开通以来，已超过 20 亿人次经罗湖
口岸出入境。

一条“情廊”两地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深港两地通关
逐步放开，往来人员日益增多，从罗湖火车
站到罗湖口岸1号门之间的长廊中，各类人
群集聚在此，有的是贩卖各类物资的小商
贩，有的正焦急等待着亲人、妻儿、丈夫从
香港过关归来。“那时，我们把这条走廊叫

‘情廊’，也叫‘望夫台’。”罗湖口岸管理处
张兴武告诉记者。

为什么叫“情廊”？张兴武解释称，“因
为经常能看到在这里焦急等待丈夫回来的女
子。三五群人在这里激动地张开双臂拥抱
着、哭泣着，诉说着多年不见的相思情。”
那时，经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拖着巨
大行李袋的人过关抵达深圳后，奔向“情
廊”中焦急等待的亲人，热烈拥抱，甚至跪
倒在地放声痛哭。那一跪，是他们分离数年

的再次团圆，是历经千难万阻始终割舍不断
的两地情。

“当时‘情廊’两边的一大特色，就是
有很多小商贩搬着一把椅子守在廊道两侧，
椅子上摆放着一部电话机。”据罗湖口岸管
理处副主任陈永福回忆，这是因为当时通讯
十分不方便，过关回来的人们，为了能及时
联系上内地亲人，必须找公共电话联系。当
时，商贩中曾流传着“一部电话机，一天几
千块”的生意经。对此，罗湖口岸管理处随
后联系深大电话公司，申请了 20 部公用电
话，以此解决通讯难的问题。

这条“情廊”是海外游子回家的通道，
也见证着深港两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陈
永福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情廊”
中，小商贩们贩卖的物品以香烟和季节性食
品、水果等居多。当时，由于国内物资还相
对匮乏，从香港回来的人们常常会大包小包
装着各类旧衣服、旧家电，带给内地亲朋。
其中，因为深圳天气炎热，从香港带过来最
多的就是旧电风扇，同时前往香港的旅客则
多数都带着各地土特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口岸旅客的增
加，行李物品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82
年便来到罗湖边检站六队工作的四级高级警
长吴燕霞感受颇深。去年大年三十晚上，正
值晚班的她看到一位多年往返罗湖口岸的香
港旅客准备出境返港。“我当时好奇，为什
么这么晚他还没有回家。那位旅客说，他家
里没牙膏了，过来深圳买牙膏。”

吴燕霞回忆说：“从前都是内地居民去
香港买日用品，现在越来越多的港澳旅客带
着国产食物、衣服、电子产品等出境返港返
澳。这几年，我还看到香港旅客带着液晶电
视、无人机等智能电子产品返港。这让我充
分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之
前通关人员以香港人和深圳周边地区广东籍
旅客为主，通关的外国人较少。现在，国内
居民出境旅游经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也
越来越多，到中国来投资经商办厂的外国人
也更多了。这些无不折射出深港两地发展的
巨大变迁，以及两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加速融

合。”
随着罗湖口岸建设不断推进，曾经的

“情廊”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
广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以及商品琳琅
满目的罗湖商业城。

通关效率大提升

“打蛇饼”是老罗湖口岸人回忆往昔时
常常提到的一个词。所谓“打蛇饼”是指当
时由于通关人数过多受通关条件所限，时常
发生通关拥堵，不得不以蛇形盘绕式的排队
方式维持口岸通关秩序。

“那时候，通关条件不如现在便利，口
岸出境大厅里人山人海，队伍都是‘打蛇
饼’。部分旅客常因为排队时间过长而不能
及时通关。”罗湖口岸管理处老员工黄思华
告诉记者。1992 年一天深夜，黄思华看到
一名女子抱着孩子在口岸大楼前哭泣。他走
上前询问得知，母子俩原本打算去香港与丈
夫团聚。然而，由于当天过关人数众多，她
们没有赶上通关，钱包又被偷了，身无分
文。黄思华随即掏出了100元，让她们在夜
晚能找一个安身之处。

罗湖口岸管理处保安大队队长苏双红对
“打蛇饼”也记忆犹新：1998年，香港回归
后的首个清明节，由于回乡祭拜人员激增，
他们不得不手拉手组成一道道人墙以此维持
秩序。由于人数过多，甚至出现排队6个小
时仍通不了关的情况。当时人群拥挤，出境
大厅里空气也浑浊不堪，令人十分难受。

如今，罗湖口岸从建成时预计年客流量
为 2800 万人次至 2018 年增长到了 8000 多
万人次。面对如此巨大的客流量，如何才能
有效提高通关验放效率？

电子信息化设备的应用是解决通关难的
重要手段之一。罗湖边检站七队一级警长符
积军告诉记者，早期的边检系统在查验时，只
能依赖手工录入资料。当时每一个检查台都
需要安排两名边检人员，一位负责资料录入，
一位负责查验证件和通关人员。现在随着科
技化手段的应用，不论是边检查验设备还是
旅客证件都不断更新，实现了智能化。“在查
验中，只需通过电子扫描即可录入旅客全部
资料，最快时一分钟能查验12人。”

据罗湖边检站政委朱江介绍，罗湖口岸
在提升通关效率方面曾创下了多个全国第
一。1986 年，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建成，首
次采用了出入境分层验放；1988 年，我国
第一套边防检查计算机查验系统在罗湖口岸
港澳旅客检查通道启用；2005 年，罗湖口
岸在全国率先启用港澳居民自助通道查验，
于 2007 年开通内地居民自助通道查验，于
2017 年开通“L 签”团队旅客自助通道
查验。

目前，罗湖口岸四个楼层均安装了自助
查验通道，已经拥有 112 条自助查验通道，
使用自助通道通关的人数占旅客出入境人数
的 70%左右，旅客 10 秒以内可以完成自助
查验。至今年9月份，所有本式通行证都会
到期换发为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将全
部使用自助查验通道。同时，口岸还常态化
设置了“中国公民专用通道”，以保障中国
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

“每天从罗湖口岸出入境的旅客，有
20%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朱江进一步指
出，为了确保他们安全便捷通关，罗湖口岸
边检设置老年人专享的特别通道。为解决口
岸瞬时性客流高峰问题，罗湖口岸还在全国
首创实施了蓝色提示线、高峰疏导线“双
线”提示并加开通道措施。为方便往返于深
港两地跨境学童通关，罗湖口岸边检采取

“电子标签”验放模式，把学童正常查验程
序所需时间从5秒至10秒缩减到3秒左右。

口岸迈向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至今，70 年风云变幻。我
国已彻底摆脱了发展落后的局面，不论是经
济社会还是科技创新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5G 等前沿科技领域已实现从跟
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崭新发展局面。罗湖口
岸也已从旧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中走出，迈
向了现代化智慧口岸建设的全新道路。

今年2月份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粤港澳口岸通关
能力和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人员、物资高
效便捷流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主
任、党组书记王守睿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涉及港澳，口岸是重中之重，随着改革开
放的推进，往往是开放倒逼改革，口岸处于
开放的前沿。为此，深圳市口岸办提出了

“十大行动”40 项举措，包括扩容升级行
动、标杆打造行动、加速提效行动、营商优
化行动、产业助推行动、融合联通行动、和
谐畅通行动、平安守护行动、专业引领行
动等。

“口岸的发展体现了国家经济实力的
发展。”侯永军告诉记者，目前罗湖口岸
正在制作口岸全面改造提升的相关建设规
划，推行智慧口岸建设、全面通关提速，
实现人流的自助往来，推进口岸快速安全
便捷的建设，未来罗湖口岸将打造为深港
交流的重要枢纽，全面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

一直以来，推动科技化、信息化建设
是罗湖海关的工作重点。据罗湖海关办公
室副主任曾湫捷介绍，1980 年，罗湖海关
设立“应税通道”与“免税通道”，旅客可
根据行李物品是否需要完税的情况，自行
选择通道过关，提高了旅客的通关效率。
1986 年，设立“红色通道”和“绿色通
道”，验放速度有了进一步提高，逐步向国
际惯例靠拢。1993 年，开始实施大通道敞
开式监管方式，将原有九条通道改为宽敞
的三条通道，其中两条为“无申报通道”，
一条为“申报通道”。1996 年，罗湖海关
启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实现了对旅检现
场作业即时视频监控。不仅拓宽了各类监
管信息来源渠道，更拓展了海关监管空
间。这一连串的改革大大地提高了深港两
地旅客的通关效率。

曾湫捷表示，新时代以来，罗湖海关聚
焦“科技兴关”，以建设智慧旅检为契机，
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以“科技+协同”
理念，打造新型监管模式的部署，通过人脸
识别、智能快办系统、旅检多功能自助终端
等开发应用，持续提升旅客监管和服务
效能。

站在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天台远眺，崛起
的“钢铁森林”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罗湖口岸的百年变迁
是我国从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的见证，每天
来往罗湖口岸的人们是我国社会变迁的亲历
者。罗湖口岸中的“一进一出”，也正是我
国经济腾飞与科技创新从“引进来”到“走
出去”的实际体现。

在深圳罗湖口岸，“火眼金睛”是对口岸

一线边检工作人员的集体评价。超强的察

言观色、辨别真伪能力，让查验人员成为守

住“国门”的一线卫士。

1997年，我来到罗湖边检站工作。1998

年，8名外籍海员由罗湖口岸入境。在检查

海员证件时，我发现对方证件里的入境验讫

章与中国签证都是假的。我随即报告领导，

并将相关人员带走调查。

按照规定，海员随船务公司持海员证出

入境，无需办理签证，边检部门亦无需盖章，

如果不随船务公司出入境，则需要办理有效

签证，并由边检部门加盖验讫章。当时，那8

名海员与船务公司产生纠纷，想私自出境，

就自己伪造了中国签证和验讫章。

有人问我，“火眼金睛”是如何炼成的？

我们在上岗之前都会经过严格的各类

培训，包括辨别证件、印章真伪等，平时看得

多了，假的一眼就能看出异样。

2017 年 2 月份，曾发生过一起典型案

件。为什么说典型？双胞胎互持证件不稀

奇，但三胞胎两次互持证件，这就是一个典

型了。那是全国首例同一对三胞胎两次互

相持用姐妹证件通关案。当时老大发现自

己的证件签注过期了，随手就拿了老二的证

件，在罗湖口岸通关时被查获了，回家之后

老三听说了不服气，再把老二的护照拿过

来，再过来试一试，又被查获。短短的半个

月内连续发生同样的冒用证件案件，当事人

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保证国门安全是口岸边防检查的重中

之重。面对日均约 23 万人次的客流，罗湖

边检站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国门“安全系

数”。其中，罗湖边检证件研究室作为全国

边检机关营运建设历史最长、深圳总站范围

内规模最大、采集证件实物样本最多的陆路

口岸证研单位，于 2014 年被公安部定为全

国八大证研培训基地之一，已为全国其他总

队输出了185名证研储备人才。

依托完备的业务基地和人才队伍，罗湖

边检站通过开展各项业务培训、大力推广案

例教学法等一系列手段和措施，不断提高一

线民警查验能力，练就了前台民警的“火眼

金睛”，确保国门“固若金汤”。

（作者为罗湖边检站七队一级警长）

从梧桐山远眺罗湖。 （资料图片）

1985 年 6 月份，罗湖口岸双层人行桥开

通。 （资料图片）

旅客为罗湖口岸边检民警点赞。

杨子恒摄

深港跨境学童“电子标签”验放模式，极

大方便了跨境学童通关。 何洁其摄

2019年3月份，民警在罗湖口岸巡逻。

杨子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