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內地（大
陸）居住半
年以上

■符合有合法
穩定就業、
合法穩定住
所或連續就
讀條件

申 領 居 住 證 須 知申 領 居 住 證 須 知
■9月1日前，各市、縣公安機關會向社會具體公

佈申領居住證受理點

■持有效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者五年期台
灣居民來往大陸的通行證，可就近到受理點申請

■須校驗本人出入境的證件，提交本人居住地的住
址、就業、就讀等相關方面的證明資料

■申請受理之日起，20個工作日就能領到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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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項權利

1.勞動就業

2.參加社會保險

3.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

66 項基本公共服務

1.義務教育

2.基本公共就業服務

3.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4.公共文化體育服務

5.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

6. 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基本

公共服務

申領內地居住證
港澳台胞大利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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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項便利
1.乘坐內地航班、火車等交通運輸工具

2.住宿旅館

3. 辦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

業務

4. 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購物、購買公園及

各類文體場館門票、進行文化娛樂商旅

等消費活動

5.在居住地辦理機動車登記

6.在居住地申領機動車駕駛證

7. 在居住地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申請

授予職業資格

8.在居住地辦理生育服務登記

9.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便利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新聞處

享3權利 6服務 9便利 9月1日起辦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
報道）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
權昨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
隨着港澳與內地交流日益深化，
類似申領港澳居民居住證這樣的
支持與便利港澳台居民的舉措會
陸續有來。有些政策措施可以在
港澳居民工作生活比較多的地
方，比如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
試。
黃柳權在發佈會上指出，當

然，由於「一國兩制」下，內地
與港澳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兩
地在社會管理的具體制度上的差
異會長期存在，港澳居民關注的
某些訴求目前還難以解決或者還
不具備條件。下一步，中央有關
部門會繼續研究，總的原則是要
盡可能為港澳同胞在內地發展創造
更加便利的條件和環境。
黃柳權還梳理了中央高度關心

和重視港澳同胞內地發展系列措
施。他說，去年7月1日，習近平
主席在視察香港期間發表重要講
話，為中央有關部門研究出台便利
香港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
的具體措施提出了要求。去年10
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支持
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制
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
展的政策措施。

突出重點 先易後難 分步推進
中央有關部門按照習近平主席的

指示和黨的十九大作出工作部署，
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梳理分析了港
澳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等
方面的困難和問題，按照突出重
點、先易後難、分步推進的原則，
先聚焦解決港澳同胞普遍關注、影
響面較大的訴求。
去年8月和12月，國務院港澳辦

已經分兩批集中公佈了中央有關部門出台的保障
港澳學生在內地就學，為符合條件的內地高校港
澳畢業生簽發報到證，在內地工作的港澳居民可
享受住房公積金待遇，保障港澳居民在內地旅遊
的住宿權利，便利港澳居民持回鄉證在部分車站
自助取票等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
策措施。
今年8月3日，國務院宣佈取消港澳居民在內
地就業許可的事項。前日下午，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又決定大幅降低粵港
澳通信漫遊費，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在香港建設中國科學院院屬研究機構，支持
澳門建設中醫藥科技產業發展平台。今次發佈的
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可以申領港澳居民居住證，
都是中央有關部門落實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
政策的重要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
柳權昨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就港澳台
居民居住證與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
證（回鄉證）不同作出解釋，兩證在
製發依據和功能定位上存在兩個不
同。同時，港澳居民居住證登載的信
息將登記公民身份號碼，這是內地首
次在法律上明確港澳居民編制公民身
份號碼。

製發依據功能定位相異
黃柳權介紹，兩個證件都是內地公安

機關依法為港澳居民製發的證件，兩證
第一個不同是製發依據不同，港澳居民
居住證發放的依據是即將實施的《港澳
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回鄉證
的依據是中國公民因私往來香港、澳門
的管理辦法。
第二個不同是功能定位不同，港澳居

民的居住證主要是為符合法定條件的港
澳居民在內地居住提供身份證明，並享
有相關的權利、基本的公共服務和便利
而製發。回鄉證作為一種旅行證件，主
要是為了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來往內
地提供一個身份憑證。
黃柳權表示，在「一國兩制」情況下，
內地和港澳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出入境
管理制度，港澳居民在港澳和內地須持不
同的身份證件和旅行證件，其中港澳居民
在內地的身份證和出入內地的證件由內地
來作出規定。實施港澳居民居住證制度，
是為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創業、就業、

生活提供便利，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重要舉措。

港澳居民首擁公民身份號碼
黃柳權說，即將實施的《港澳台居民

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第三條規定，港
澳居民居住證登載信息有一項為公民身
份號碼，香港澳門居民公民身份號碼地
址碼分別使用810000、820000。這是內
地首次在法律上明確港澳居民編制公民
身份號碼，並是按照國家標準來編制，
與內地其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一
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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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證回鄉證功能有別

《港澳台居民居
住證申領發放辦
法》中規定，港澳
居民公民身份編碼
分 別 登 記 為
810000/820000。
記者發現，這與內
地居民身份證編碼

有異曲同工之處，不僅在法律上明確港澳居民
編制公民身份證號碼，也意味着與內地省市自
治區直轄市在號碼上統一編制，這無疑讓港人
納入同一國家的治理體系，享受國民待遇。

港人居住證起始號碼810000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內地居民身份證

號碼編制，以省級行政區劃區分，每個省份

號碼前幾位數字是省、市、縣的代表，是地
域區分號，之後的數字才是個人身份信息。
根據此次《辦法》規定，港澳居民身份證登記

號碼分別為810000/820000，號碼亦首先區分
了居民香港、澳門的區域屬性，之後才是個人信
息。這也意味着，港澳居民居住證和內地居民身
份證，編碼原則是一樣的，顯示港人國民身份。
對此，在內地經商的港人吳舒景深有體會。

身為一個「技術迷」，他當天還專門進行了研
究，得出的結論是：港澳居民居住證含有內地
居民身份證技術和原則，既不用涉及身份證問
題（即「一國兩制」下的戶籍），又同時系統
解決了以往因為身份證系統不兼容而面對的所
有問題。「這個居住證安排，實實在在賦予了
持證人作為港澳居民的國民身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公民身份編碼 明確國民身份0�$0�$

港澳台居住證

■■國務院新聞辦昨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國務院新聞辦昨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左起左起))公安部副部公安部副部
長侍俊長侍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國台辦副主任龍明彪介紹國台辦副主任龍明彪介紹
港澳台居民證件便利化措施港澳台居民證件便利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攝

■香港居民內地居住證
號碼以810000開頭。

設計圖片

侍俊介紹，《港澳台居民居
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總共

21條，規定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的申領條件、證件功能、持證人
權益、證件製作、申領程序、法
律責任等方面內容，為港澳台居
民申領居住證提供了法律依據，
並就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
參加社會保險、勞動就業、上
學、就醫等方面，規定了在內地
（大陸）享受3項權利、6項基本
公共服務和9項便利的政策措施
（表一），並介紹了申領的方法
（表二）。

提供就業就讀便利
他表示，在黨的十九大報告
中，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指出：
「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
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
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
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
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這次制定出台的《辦法》，是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已實行一

系列惠及港澳台居民政策基礎
上，針對一些港澳台同胞反映使
用來往內地（大陸）通行證在
辦理網上購票、自助取票、旅
館住宿、金融業務等不太方便
的問題推出的又一項為港澳台
居民謀福利的實實在在的便民惠
民措施。

增進港澳台胞福祉
侍俊指出，新措施的目的就是

要讓港澳台居民能夠在居住地享
受到與內地（大陸）居民基本相
同的公共服務和便利。這是增進
港澳台居民福祉的便利化、人性
化的重要舉措。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

任黃柳權表示，《辦法》規定
了港澳居民居住證的身份證明
效力，也規定了港澳居民憑證
可享有的權利、服務、便利，
這些都有助於推進內地基本公
共服務和便利向常住內地的港
澳居民全覆蓋，充分體現了習
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體現了中
央對港澳居民的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公安部副部

長侍俊昨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國務院辦公廳近

日將印發《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並於

今年9月1日正式實施。凡符合條件的港澳台居民可

於9月1日起在內地居住地受理點遞交申請並辦理相

關事宜，持證可在內地享受3項權利，包括可在內地

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等；6項基本公共

服務，包括義務教育、就業服務、法律援助等，和辦

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業務，與內地居民

同等待遇購物等9項便利。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一實實

在在的便民惠民措施，目的就是要讓港澳台居民能夠

在居住地享受到與內地（大陸）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

服務和便利，充分體現中央對港澳台居民的關懷。

（
表
一
）

（表二）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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