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
「今天看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宣佈港澳台
同胞在內地居住可申領居住證，我就開始打
算也要去辦理。」在福建泉州，華僑大學港
生邱文傑告訴記者。隨着中央支持港澳、便
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將陸續出
台，部分措施將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
更讓在內地港生看好大灣區發展。
邱文傑一直有關注大灣區的相關政策發
佈和進展。雖然目前父母、親人均在香港
生活工作，但他相信未來大灣區將會是香港青年人
可以一展所長的平台。「作為年輕人，把握機遇非

常重要。」邱文傑說，「哪裡有機會就往
哪裡前進，年輕人不應該將目光鎖定在香
港。」
「昨天（指前天）新聞上才報道，大灣

區將大幅降低粵港通信漫遊費，支持香港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香港設立中國
科學院院屬研究機構等等。」邱文傑說，
「今次（指昨天）又宣佈港澳台居民可申
領居住證，將更加便利在內地的港澳台居

民的工作和生活，讓大家對在內地發展更加安心和
有信心。」

「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前進」

■■邱文傑邱文傑

「代表的是國民待遇的概念」上海
劍橋教育集團董事長、香港上海浦

東聯會副會長肖凱在聽到消息後，感到
振奮和鼓舞，相信更多的港澳同胞在內
地居住、發展將沒有任何的後顧之憂，
「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聰明才智，
用在工作學習和生活當中。無論是在北
上廣深這些大城市，還是在省會城市或
二三線城市，都可以給他們很大的空間
和舞台。」
肖凱指出，相較港澳通行證，港人

在內地申領居住證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港澳通行證是港澳居民進入內地和返
回香港的旅遊證件，它只代表了通行的
概念；而居住證代表的是國民的概念，
國民待遇的概念，就是說港人可以在內
地享受便利的服務和權利。」
他舉例說，擁有了居住證，意味着

港人可以參加內地的住房公積金、參加
社會保險，也可以在消費層面購買內地
的金融產品等，尤其是在生活層面，
「特別是子女教育這一塊，可以有更多
的選擇。」
肖凱形容，新措施令他充分感受到

了中央對港澳居民同胞的關懷和支持。

「我從心底裡面擁護這個政策，也非常
感謝能有這樣的一個政策，使得我們可
以更好地為內地的建設作出貢獻。」

涉就業社保房金教育醫療……
香港貿發局華東華中首席代表鍾永

喜表示，身為在上海生活的香港人，他
很歡迎也很感謝有這樣的便利政策，
「此次政策涉及的面很廣，有就業、社
保、住房公積金、義務教育、醫療服
務、金融服務、飛機和高鐵等交通出
行、申領駕駛證等等。這個政策很好地
滿足了港人在內地工作、學習、生活、
出行便利的需要。」
他認為，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將採用

與內地居民身份證相同的技術標準製
作，今後可以通過現有的內地居民身份
證閱讀機進行快速核驗。這一點將為港
人帶來極大便利。自己就十分期待今後
可以刷居住證乘坐高鐵和飛機。「我十
分期待這項新措施可以讓香港朋友在內
地生活更便利，我也會第一時間去辦理
居住證，體驗各種便利，並和身邊的港
人分享。」

■肖凱

■鍾永喜

「終於等到了 下月初就申領」北京

「真正融入內地的感覺！」
本報五省市連線報道 北上港人評說新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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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為資深北漂（北京）和西
漂（西安）的港人羅沛賢，形容
新政策是天大的好事。對於像自
己這樣準備在內地成家的港人來
說，幾乎是解決了他的全部後顧
之憂，讓自己可以更加安心的在
內地發展。
身為一個在內地學習工作超過十

年的香港人，羅沛賢深深體會到只
能用回鄉證帶來的不便和眾多苦
惱。因此，取消港澳台人員內地就
業實行就業許可制度，及施行港澳
台居民居住證，他和身邊的很多香
港朋友都是大力支持的。
他指出，港人在內地申請信用

卡和貸款方面，由於大部分企業
系統都不支持回鄉證，結果很多
香港人都沒辦法去操作；港人沒
有內地醫保，看病或住院必須付
全費，支出往往都很大；港人的

孩子在內地出生後，倘屬香
港身份，就只能在國際學校
上學，很是麻煩。
他說，新政策針對港人普

遍面對就業、社保、住房、
醫療、教育等6項基本公共
服務政策，從根本上解決了
香港人在內地所面臨的有些
尷尬，特別是他自己準備今
年或明年在西安成家，以前
所擔心的住房、醫療和孩子教育
方面等問題這次都迎刃而解了。

明確在居住地享受同等待遇
陳維思是香港第一個到西安發

展的室內設計師。他表示，無論
是取消「台港澳人員內地就業實
行就業許可制度」，還是實行居
住證，都讓香港居民在居住地享
受到與內地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
服務和便利，尤其是對於希望在
內地創業的港人，利好更多，也
更加便捷，相信新政策會進一步
推動港人在內地創業。
結合自己在內地多年的創業經

歷，他坦言，之前無論是創建公司
還是工作，都有一些限制性的條條
框框，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儘管
近年來內地很多省市政府已經優化
了行政效能，但這次政策的出台應
該是最大力度的，可以讓港人在內
地創業過程更加簡單，效率更加
高，結果更加好。
他更認為，居住證的推行，明

確港人在居住地享受同等待遇，

對很多在內地打拚的香港人來說
還是一種激勵，是對港人在居住
地服務多年能力和貢獻的認可。
他希望通過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
推行，兩地能在更多領域更加融
合。

利於自己未來在內地發展
居住證這新措施，令在西北政

法大學二年級的港生張美美，在
聽到新政策的發佈後，就和身邊
的朋友分享了這個好消息。她認
為政策的出台不僅方便了港生在
內地的升學，也方便了以後在內
地的生活和就業。自己在讀完大
學以後也有打算在內地工作，而
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剛好有
利於自己未來在內地的發展。
「取消就業證許可，簡化行政

手續，更有利於港澳青年前往內
地升學、就業和生活，這對於我
們來說是一個新的機遇和新的開
始。」在中央和西安雙重政策支
持下，張美美對於未來在內地的
發展更有信心了。

■■羅沛賢羅沛賢 ■■陳維思陳維思

■在西安上學的港生張美美
（左）和同學。 本報陝西傳真

國務院新聞辦昨日宣佈港澳居民國務院新聞辦昨日宣佈港澳居民99月起可以申領內地居住證月起可以申領內地居住證，，對此對此，，在內地各省市工作在內地各省市工作、、

創業的港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異口同聲地表示創業的港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異口同聲地表示，，過去港澳同胞在內地工作和生活都過去港澳同胞在內地工作和生活都

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由銀行服務到交通出行系統等等由銀行服務到交通出行系統等等，，更產生了一種被隔離的感覺更產生了一種被隔離的感覺，，故一故一

直都很期望有一個內地系統能確認的國民身份直都很期望有一個內地系統能確認的國民身份，，現在終於等到了現在終於等到了，，被隔離的感覺也消失了被隔離的感覺也消失了。。

他們對新政策感到振奮和鼓舞他們對新政策感到振奮和鼓舞，，長期困擾港人在內地就業長期困擾港人在內地就業、、生活生活、、就醫等等方面的問題將迎就醫等等方面的問題將迎

刃而解刃而解，，加強了他們北上工作加強了他們北上工作、、創業以至居住的信心創業以至居住的信心，，更提高了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更提高了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張寶峰、、凱雷凱雷、、倪夢璟倪夢璟、、敖敏輝敖敏輝、、李望賢李望賢、、蔣煌基蔣煌基、、李陽波李陽波

北京北京、、上海上海、、廣州廣州、、深圳深圳、、泉州泉州、、西安連線報道西安連線報道

「太振奮了，以後將暢通無阻」廣州
港人李秋發在內地創業近30年，目前經
營內地最大的美容美髮產品企業之一。身
為商務人士，他對港人因身份和證件問題
帶來的困擾有深刻體會。所以，當他看到
手機頁面彈出《辦法》出台的報道時，極
少發微信朋友圈的他，第一時間轉發並加
按說：「太振奮了，我相信港人以後在內
地工作生活將暢通無阻，而不是以前像
『外國人』一樣的存在。」
辦理工商登記、註冊銀行卡、坐高
鐵、乘飛機、就醫，港人在內地需要證
件辦理的所有業務，李秋發幾乎都經歷
過。他以就醫為例，目前內地居民基本
實現了網上掛號和排隊，而香港人由於
證件不相融問題，無法註冊。《辦法》
推出後將解決港人一直以來面對的一系
列麻煩。

各系統兼容 將節省時間精力
國新辦舉行新聞發佈的時候，港人葉
興華正在搭乘從深圳前往佛山的高鐵
上，興奮之餘，他給記者發了一張坐在
高鐵車廂的自拍圖。
此前，他在深圳買房，一系列麻煩讓

他記憶猶新。「比如辦理社保證明，就
業證、銀行卡等，持回鄉證很麻煩。而
今後持居住證後，由於各大系統兼容，
將達到節省時間和精力。」

「『尷尬境外人員』的麻煩迎刃而解」
在內地經常搭乘高鐵的港人吳舒景，

同樣十分關注《辦法》的出台。國新辦
開發佈會時，他同步在手機上看直播。
他在內地創業多年，頻繁出差，體驗過
內地數十個城市的高鐵站。「目前，現
金支付已經比較少見，微信、支付寶、
銀行卡等電子支付方式成為主流。但我
們發現，這對香港人來說，是一件非常
困難的事情。」
今後，持居住證，就可以辦理開通支

付方式的全部手續。他指，包括註冊手
機號、銀行卡、內地微信賬號等，都不
需要走特殊的渠道了。
「因為身份和回鄉證的問題，港澳居

民長期是一個介於內地居民和外國人之
間的『尷尬境外人員』，如今，隨着居
住證的推出，因這些問題所帶來的麻煩
迎刃而解。」吳舒景說。

■■葉興華葉興華

■■李秋發李秋發

■■吳舒景吳舒景

已在北京打拚十載的港人、雪松集團融
資部副總經理鄭智發認為，新措施不但是
一種便利，也是一種身份的認同和一家人
相同待遇的體現：「可以申領居住證，讓
我有了一種真正融入內地的感覺！」
鄭智發2008年北上，已在北京工作生活
了10年之久。第一次到北京，他就感受到
了就業證的「威力」：不僅和內地同胞大
有不同，且這些繁瑣、區隔的程序和手續
好像時時刻刻都提示着港人身份的「大不同」。

「享受到和太太一樣的待遇」
他坦言，過去港澳同胞在內地工作和生活還有一些
不便利的地方，同時也會有一種被隔離的感覺，如內

地銀行和徵信系統不能識別港澳人士的回
鄉證，有一些服務只能人工辦理。這個情
況同時也出現在不同的移動互聯網服務、
交通出行系統等。「我太太是北京人，我
們一家人出行的時候，高鐵取票、機場自
助登機等高效服務，我都不能享受到。」
鄭智發感慨道，正因為這樣，他和很多

在京工作的港人都很期待有一個內地系統
能確認的身份證明文件，現在終於等到

了，下月初我就去申領，「我終於能在出行時，享
受到和我太太一樣的待遇了！」
他認為，新措施為年輕一代到內地發展消除了顧

慮，幫助年輕一代更容易和更快適應到粵港澳大灣區
和其他城市工作和生活，進一步促進了交流和融合。

■■鄭智發鄭智發

■■港人申領內地居住證後港人申領內地居住證後，，在內地生在內地生
活就更加便利活就更加便利。。圖為港青考察大灣區圖為港青考察大灣區
到達港珠澳大橋到達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安「從根本上解決在內地的尷尬」

「比免辦就業證更吸引」深圳
在前海創業的隨身寶科技創始人郭

瑋強表示，會積極考慮申請居住證，
因為在不少機讀和需要內地二代身份
證的系統，香港身份證和回鄉證都有
諸多不便。在新政策之下，乘坐火
車、高鐵，入住賓館，或者一些不同
的行政手續，都會減少阻礙，更加方
便；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港人在內
地中國身份的一致性，提高了香港人
的國民身份認同。
萬家智控創辦人、董事林恆一表

示，新政策表現了中央對港人的重
視，讓港人有更多的國民待遇，比此
前免辦就業證更有吸引力，港人未來
不但是就業、學習，還會考慮到內地
長遠生活。

在眾多便利措施中，他尤為關注銀
行手續便利化，以往拿通行證去銀行
辦事，需要做很多資料查詢和補充，
還有很多服務不接受香港通行證的號
碼作登記，有了居住證以後，可以在
網上實名制訂票，觀看文化活動等，
很吸引。

盼資金補貼考慮港人
他還希望內地一些人才計劃和資金

補貼能夠更多地考慮香港人，而目前
從香港公司劃撥研發資金到內地，不
僅要額外做合同，還要視為「內地公
司的盈利」打稅，希望未來同一創辦
人在兩地公司的資金往來能夠更加方
便。

■■林恆一林恆一

■■郭瑋強郭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