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內地就業免辦許可證
涵蓋台澳 簡化手續 港人讚北上更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報道）國務院昨日公佈取消11項行

政許可，其中包括取消台港澳人員

在內地就業許可，進一步便利港人

北上工作。根據此次國務院最新規

定，取消相關審批後，人力資源社

會保障部日後需加強事中事後監

管，包括在台港澳人員就業服務、

社會保障、失業登記、勞動權益保

護等方面，盡快出台配套政策措

施。

港人期待
鄭汶珠（港籍內地創業者）
希望港人在內地工作生活能享受
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尤其是回
鄉證辦理相關手續時的識別度有
待提高

張寶生（暨南大學大四學生）
希望回鄉證在內地購買火車票等
票證時能夠使用手機軟件預訂及
自動取票

劉仲強（定居廣州港歸長者）
希望香港醫療券早日在大灣區範
圍內擴大試點，讓我們長者看病
不用再跑遠路

葉佳（香港保險公司員工）
希望港人在內地創辦企業在稅率
方面能享受優惠，基層政府機構
辦事效率更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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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2005年內地發佈《關於建立勞動
用工備案制度的通知》，要求用人單

位需建立勞動用工備案制度，規定境外（包
括台港澳）人士在內地工作，實行就業許可
制度，任何單位或個人聘用境外（包括台港
澳）人士在內地工作，均要辦理就業證等相
關手續。

港青：有助公司聘港人
取消港人辦內地就業許可證的要求，不僅
得到香港機構及在港人士的好評，一些已在
內地創業發展的港人也對這一消息表示稱
讚。畢業於暨南大學的港青鄭汶珠，已經決
定留在內地發展，目前不僅與合夥人創辦了
一家教育機構，還利用閒暇時間攻讀碩士學
位。作為一名「背包客」，在本科就讀期
間，鄭汶珠遊覽了內地不少著名景點，從甘
肅敦煌到雲南西雙版納，都留下了自己的足
跡。
鄭汶珠坦言，自己在內地註冊公司時，由
於政策限制等因素，整個申請流程耗時久，
最終也選擇了與內地合作夥伴共同創建公
司。「因為回鄉證在內地享受的權益有限，
我在工作期間也有一些不便」，當鄭汶珠了
解到今後港人在內地工作將不再需要就業許
可證後，她認為將會有更多港生畢業後願意
留在內地發展，「今後我們公司在招聘港人
時也會更加容易。」

港人內地工作更有信心
此外，香港工聯會近年也多次向香港政府
及內地政府遞交關於取消港人在內地工作許
可的建議，對於這次國務院發佈的消息，香
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邵建波表示十分欣
慰。「近年內地不斷簡化港人在內地工作定
居的相關手續辦理流程，讓港人來內地工作
更有信心。」邵建波稱。
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幹事葉女士介紹，此
前港人赴內地工作，需要申請暫住證後，再
由所在聘用單位開具證明文件，持以上兩份
文件到工作所在地勞動保障廳申請就業許可
證，才能夠正式在內地工作。
「許多港人初到內地，對內地的行政手續
不熟悉，辦理就業許可證往往耗費大量時
間，甚至有人望而卻步。」邵建波認為，內
地經濟發展迅速，對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
加，如果因為審批手續的原因失去香港專業
人才，就會得不償失。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消息，昨日上午，張曉明主任
看望了在中關村京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中心工作和實習的港澳青年，與他們
座談，聽取其反映在內地工作、生活
和創業方面遇到的問題和有關建議，
分享他們的成功故事，並貼心提醒他
們注意防暑保健。

張曉明京創業中心看望港澳青年
粵港澳大

灣區規劃呼
之欲出，大

灣區「9+2」城市各地政府也正
在上演「搶人大戰」。如何能真
正有效引進高質量人才後留住人
才，如何讓引進的人才對城市的
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發揮最大的
作用，值得每個城市認真思考。

此前一些制度上的障礙，讓不
少港澳台專業人士在內地巨大機遇
面前望而卻步，也讓一些地方政府
慨嘆痛失了「千里馬」。而今，圍
繞如何讓港澳台人士更好地在大灣
區工作生活，各種着眼於「國民待
遇」的新政陸續出台。此次國務院
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辦理就業資格證
的要求，對大灣區政策建設來說無
疑是一種鼓勵。

但止步於此顯然是不夠的，要
吸引並留住人才，就必須急人才
之所急，想人才之所想。未來一
段時間，大灣區內各地政府還應
從衣食住行、教育、就醫、養老
等各方面去為人才創造良好的環
境。除此之外，完整的產業鏈、
靈活的市場機制、快速的技術轉
化、良好的創新生態，都是在
「搶人大戰」中脫穎而出的制勝
法寶。期待這一類新政接踵而
來，期待人才的春天悄然而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攬才更須留才
期待灣區新政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人在內
地就業一向需要申請《台港澳人員就業
證》，並且要獲批就業證才可獲在內地就
業的法律保障，多個政黨均對國務院決定
取消有關規定表示歡迎。民建聯相信有關
措施可吸引更多香港人到內地尋找更大和
更佳的發展機會，經民聯則期望中央政府
可推出更多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的措施。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指該項

措施令港人可如內地居民般自由選擇職
業，亦可避免令內地企業因手續繁複而拒
絕招聘香港人。她指民建聯非常歡迎和感
謝中央政府對香港市民福祉的關心，相信
可吸引更多香港人到內地尋找更大和更佳
的發展機會。
她續說，民建聯一直向內地爭取推出更

多便利香港市民的措施，包括落實國民待
遇的安排，期望中央政府能盡快針對香港

市民的訴求，在生活、就業、教育、創
業、醫療和養老等方面，推出更多便利措
施，讓更多香港市民受惠。
民建聯另一名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

基於過去歷史與制度的原因，港人現階段
仍未可於內地享有全面的國民待遇，在內
地工作和生活等皆受到不少掣肘，不利於
港人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她指國家
近年發展一日千里，激起了不少香港市民
北上工作及生活的願望，期望新措施可以
使大灣區內城市交往更為緊密，並增加香
港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工聯會：有助共建大灣區
工聯會表示，該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及全國政協委員於過去數年均向國家提出
取消港人在內地就業許可的行政規定，工
聯會的「粵港澳大灣區關注組」亦於今年

初提出了四大範疇共20項推動大灣區發展
和融合的建議，包括就業保障、提高身份
認同、利民便民出行及人流物流信息流等
方面的意見。
工聯會認為，國務院有關決策，正是聽

取了意見，同時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舉措，有利港人進入內地發展事業和
就業，得到與國民相同的待遇和保障。工
聯會相信國家將對港人享有國民待遇的安
排日益推進，大大促進大灣區成為中國經
濟改革開放第二波推動力，使之成為國家
經濟的引擎，成為國際級灣區。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取消《台港澳

人員就業證》將為港澳人士在內地就業帶
來更多便利，也有利於共同建設大灣區。
他期望中央政府可推出更多便利港澳人士
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生活、就學、投
資、創業的政策和措施。

港各界反響熱烈 盼更多惠民措施

■■台港澳人士在內地台港澳人士在內地
就業毋須辦理許可就業毋須辦理許可
證證。。圖為內地工作的圖為內地工作的
港人港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曉明張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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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看望在中關村京港澳青年創新創業中心工作和張曉明看望在中關村京港澳青年創新創業中心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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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香港仔漁光村首個「暫租住屋」房屋計
劃昨日截止申請，申請超額6倍。有56年歷史
的舊樓，又沒有電梯，漁光村仍然大受歡迎，
從一個側面反映本港資助房屋需求殷切。面對
租金高昂，劏房日益普遍，公屋輪候隊伍越來
越長，政府機構、房委會、房協、社福機構乃
至民間商界，都應盡量發掘存量的空置房屋資
源；政府亦應靈活施策，以多種創新手段盤活
空置校舍、官地、工廈等資源，做到「房盡其
用」，以解基層市民居住的燃眉之急。

本港近年公營房屋供應持續短缺，公屋平均
輪候時間已經達到5.1年，申請宗數逼近28萬
宗。這些公屋輪候家庭只能租住租金昂貴的私
樓，不少基層家庭長期棲身於環境惡劣的劏
房。公屋輪候家庭收入都不高，以三人家庭為
例，入息限額只是22,000多元，如租住一個
類似漁光村的28平方米的私人單位，每月租
金隨時要逾萬元，佔家庭月入超過一半，生活
將捉襟見肘。相較而言，漁光村「暫租住屋」
的租金只是561元至1,421元，只是私樓租金
的零頭，自然成為基層家庭的搶手居所，雖然
漁光村「暫租住屋」租期僅5年，而且樓齡超
過半世紀，但基層市民對單位仍趨之若鶩。

房屋問題已成為本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之一，
紓緩基層市民的居住困難迫在眉睫。特首林鄭月
娥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會以破格思維增加過渡性
房屋供應。社聯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房
協推出「暫租住屋」，正是體現特區政府急市民

所急，以過渡性房屋暫解市民之苦，但是這些計
劃只能提供幾十至兩三百個單位，相較近28萬
的公屋輪候家庭，根本杯水車薪，社會仍需要下
大力氣，發掘利用更多房屋資源。

事實上，政府部門、房委會、房協和其他社
會組織，仍掌握一定數量的可供利用單位，例
如空置官地可搭建臨時房屋，空置校舍可改裝
為臨時住宅，等待重建的舊樓可以在「空窗
期」短租。更大的潛在供應可以向工廈着手。
本港有將工廈改為住宅的經驗，全港有370多
幢單一業權的工廈，只要政府因應市民所需，
在法例上作出相應修改，在保障消防安全等前
提下，允許部分合格工廈改建為過渡性房屋，
預計可提供過萬單位，滿足基層家庭居住所
需。香港作為富庶社會，為基層紓困解難不僅
是政府的事，私人機構、商界也應響應，將閒
置的土地、房屋暫改為過渡性房屋，可以為紓
緩基層家庭居住困難出一分力。

過渡性房屋不能長期居住，要根本解決基層
的居住難題，關鍵還是要增加土地供應，大規
模增建公營房屋，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日前，
城規會就屯門5幅土地改建公營房屋舉行公聽
會，遭到地區人士以種種理由反對，要求擱置
建屋。有瓦遮頭、安枕無憂的人，應有同情
心、同理心，應該體恤捱貴租、逼劏房的基層
家庭苦況，切勿只顧自己利益，漠視他人痛
苦，政府更要耐心說服，利益平衡，迎難而
上，加快覓地建屋步伐。

多覓過渡性住房 解基層燃眉之急
國務院昨日公佈取消11項行政許可，當中包括港

澳台人士於內地就業毋須再辦許可證。中央持續推出
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工作的措施，顯示中央言出必
行、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港澳台
人士享有與內地、大陸同胞同等待遇，分享國家發展
的紅利。特區政府亦繼續為港人爭取在內地特別是大
灣區就業、創業、營商等方面有更多便利，突破舊有
框框，促進大灣區的人員、生產要素便捷流通。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應更加積極投入，主動抓緊大灣區機
遇，實現互利共贏發展。

由於歷史與制度的原因，港人仍未可於內地享有
全面的居民待遇，即使在與香港毗鄰的大灣區，港人
在內地學習、居住、就業的待遇仍然與當地人不同，
對港人融入當地發展帶來不便，亦令在內地發展業務
的香港企業較難吸引香港專才到大灣區工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7月1日在香港主持新一屆特
區政府就職典禮時宣佈，中央有關部門會積極研究出
台便利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施。去
年10月，習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亦提出，制定完善
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今年兩會期
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綱
要正在制定過程中，很快會出台實施，特別對港澳居
民到廣東工作生活，在住房、教育、交通等方面，將
逐步享有同等待遇。

中央最高領導層關心、重視港人福祉，便利港人
在內地生活、工作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國務院港澳
辦先後在去年8月及12月公佈兩批便利港澳居民在
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涵蓋教育、就業、創業和日常

生活等範疇；近日，消息指廣東省將支持為港人內地
子女在大灣區開辦提供港式課程或國際課程的基礎教
育學校，並加緊研究具體實施辦法；如今，中央又為
港人在內地工作拆牆鬆綁，令港人可以如內地居民般
自由選擇職業，也避免內地企業因手續繁複而拒絕招
聘港人。

一系列新舉措為港人在內地發展消除障礙，充分
顯示「兩地一家親」，內地一視同仁對待港人，港人
在內地就業、創業和安居的條件更完善、空間更廣
闊，有利增強港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使
大灣區內各地人民的交往更為緊密，大灣區的經濟、
文化、社會全面融合將事半功倍。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機遇所在，
特區政府也積極有為，為港人爭取便利，加快兩地融
合。特區政府最了解港人的關切，一方面要主動向中
央和地方政府反映情況，加強溝通協商，爭取更多便
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例如繼續在CEPA框
架下促進本港專業服務進入內地市場，使香港與大灣
區內其他城市的人員、貨物、資金、訊息的流通更為
暢通；另一方面，發揮香港優勢，配合國家所需，包
括推動香港同內地的創科合作，協助國家建設科技強
國，以香港的服務業協助內地進一步開放，加快產業
升級轉型，拓展「一帶一路」新市場，增強抵禦外部
衝擊的能力。

內地的大門向港人敞開，機遇就擺在眼前，港人
應看清發展方向，年輕人更要目光長遠，胸襟廣闊，
到內地和大灣區打拚，大膽擁抱機遇，創造美好前
途。

惠港措施陸續有來 制度創新促進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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