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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結束訪京出席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

的行程返港。她在香港國際機場會見傳
媒時表示，她每次到內地訪問時，在當
地居住或讀書的港人都提到希望有一種
內地居民的身份證明文件。是次新政策
的推出，她代表香港市民對中央對港人
的關懷表示感激，同時非常感謝相關中
央部委在一段時間研究後出台新政策。
她簡略地介紹，港人只要在內地居住
了6個月以上，且符合有穩定就業、有
穩定居所或連續在內地就讀其中一項條
件，就可以申領居住證，「例如去讀一
個學士學位4年的課程，讀了半年後，
便有資格申領這種居住證。這個居住證
以內地第二代身份證的技術製作，它有
視讀及機讀兩種功能。」

「好事齊發」顯習主席關顧港
林鄭月娥指出，新政策還滿足到不少

在內地生活的港人的訴求，如有些在內
地長期工作、將小朋友帶到內地居住的
港人，現在可以進入居住地的公立學校
接受義務教育，「這個措施其實去年已
經先適用於深圳，但今次發佈的措施是
適用於全國。」
她總結道，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指

示，中央相關部委陸續推出了便利港人
在內地居住、就業和學習的措施，而是
次優勝的地方是全覆蓋，不再逐項逐項
或在哪個區域先行提供給在內地居住的
香港人，相信肯定會受到很多港人歡
迎，展示了習近平主席對香港人的關
懷。

做好推廣支援北上港人
林鄭月娥引述特區政府掌握的數字

指，單廣東省常住的港人已多達接近52
萬，而估計在內地各城市讀書的大學生
最少有1.5萬人，特區政府會做好宣傳
推廣工作，包括透過傳媒發放信息的同
時，會連繫商會或社團宣傳。她續說，
特區政府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和
武漢5辦事處亦會接觸當地的港人組
織，告知他們有新的居住證申請，及向
他們提供所需協助。
被問及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何時公

佈，林鄭月娥表示，有關文本已準備就
緒，特區政府會向中央反映意見，爭取
在短期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國務院昨日公佈將由9月開

始推行台港澳常住內地的居民申

請居住證新政策。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形容，新政策回應

了香港的團體及居民的長期訴

求，「很有突破性」，而連同

早前已推出的在火車站設置可

識讀回鄉證的自動售取票機、

允許在內地就業的港澳人士繳

存住房公積金及全面取消港澳人

員在內地就業需辦理許可等事

項，均展示了中央特別是國家主

席習近平對香港人的關懷，並相

信這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

一個好契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務院宣佈
港澳台居民證件便利化措施將於下月正式實
施，屆時合資格港人可申領內地居住證，此
證於內地享受多項權利、基本公共服務及便
利的政策措施。
香港政界對此表示歡迎及支持，認為措施

體現了中央對港澳居民的關顧，並鼓勵港人
融入國家發展的一大步。

譚耀宗：利增港人國民認同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表示，港人過往

未能在內地享有完整的國民待遇，以致在內
地創業、工作、學習和生活等方面受到不少
限制，如今港澳同胞將可憑居住證，享受到
與內地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和便利，長

遠可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更有利於提高
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林健鋒：北上港人無後顧憂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

示，國務院最新公佈的一系列措施，體現了
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高度重視，及對
港澳居民的關顧。
目前，在內地定居的港人高達50萬人，過

往以「港人身份」在內地工作，在住屋、交
通及其他生活細節上都要面對不少障礙，他
相信國務院公佈包括讓合資格港澳居民申領
居住證等一系列新措施，既方便正在內地工
作的港人，更能為有意到內地工作、讀書及
退休的港人提供誘因，排解他們的後顧之

憂。

葛珮帆冀開放更多國民待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該舉措不

僅回應了港人的需要，是鼓勵港人融入國家
發展的一大步，更充分體現了習主席「以人
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她期望國務院未來
能開放更多國民待遇給香港市民，消除其他
不必要的限制，讓港人能更易投入參與國家
的發展。
工聯會認為，這項便民惠民措施完善了港

人在內地應有待遇，有助港人進入內地發展
事業和就業，進一步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該會期待了解有關措施及相關配套的
落實細則。

各界：鼓勵港人融國家發展一大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凱雷
北京報道）港澳台居民居住證9月起可
申領。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主席李培
相信，新政策將有助於協助香港同胞更
好地融入內地生活，給來大灣區創業的
港青提供了最好的營商環境。
李培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在大灣區創業的青年創業家們都感
到驚喜。協會很多長期在內地工作或讀
書的創業者和學生，以前在內地生活經
常會遇到不便，如乘坐內地航班、火車
等交通運輸工具時，港人購票要到櫃枱
排很長的隊，內地同胞則可以直接用手
機App以電子支付及電子核實身份辦理
購票程序。

由於該會匯聚的是香港來內地的創業
青年，對辦理銀行和保險等金融服務的
手續、程序相當敏感和在意。
目前，內地很多App都不接受港澳通

行證登記，銀行也不接受港澳通行證作
為身份證件，這導致香港人連辦個信用
卡都很不方便。辦公司，當然要開銀行
賬號，但要先辦暫住證，有時候這一來
一回就要跑好多趟，這耽誤了個人與公
司很多時間。
李培表示，在新政策落實後，香港人將

跟內地居民一樣，享受到很多同等便利待
遇，而聽到惠港政策還將陸續「湧來」，
一個「湧」字，這讓走出香港走進廣闊腹
地的香港青年，對未來更有信心。

灣區青協喜新招利營商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央大力
支持香港科研發展及於大灣區建立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前日更落實3項具體成果，包括
中科院兩個研究所落戶香港，及同意設立大
灣區院士聯盟等。
有科研學者指，前者可配合國家資金「過
河」新措施，有望複製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
研究院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帶動香港科研環
境。有香港中科院院士則期望，大灣區院士
聯盟能為科研教育帶來新機遇，發揮院士科
研實力與影響力，進一步提升區內高等教育
水平。
自國家資金「過河」措施推出以來，香港
科研機構可直接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資金項
目，「香港機構本身當然具備優秀科研實
力，然而在申請內地資金的經驗始終尚淺，
若要申請大筆資金始終要時間『熟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
長黃錦輝如此形容目前狀況。

項目「升呢」國家級帶動港科
相比之下，中科院與國家關係緊密，如

今其轄下兩個研究所將落戶香港，相信它
們在發展方面會有更大優勢，「情況好比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它在短短10
年間成了全深圳其中一個科研資金最充裕
的中心。」
黃錦輝認為，落戶舉措是配合國家資金

「過河」後的一項串連，正可讓兩研究所打
通「任督二脈」大展拳腳，「這些單位將能
有效地吸納人才，亦可進一步加強與本港各
大學合作，做出來的項目亦將昇華至解決國
家級別的科研問題」，連帶對香港科研人才
需求亦會增加，全面提升本港科研環境。

「高手」聯合助科研百花齊放
至於成立大灣區院士聯盟，黃錦輝今年3

月兩會期間亦曾提出相關提案，期望為兩院
院士、專家團隊與企業等建立起優勢互補的
產學研協作平台，促進諮詢、技術、人才培
養與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合作，「其實在內
地，國家部門、國企公司或大企業若遇上科
技問題，亦會諮詢院士意見或尋求協作」。
他指出，香港有40多位兩院院士，設立聯

盟正好善用其優勢，實現「國家所需，香港
所長」。
事實上，香港中上游科研實力出眾，在知
識產權及國際化方面亦有優勢，而內地則有
龐大資源以及生產力，透過院士居中發揮科
研實力及影響力，相信可進一步連結各界，
促進區內科研百花齊放。
就大灣區院士聯盟的建議，中科院將在港
設立其專屬機構，為聯盟提供秘書處服務。
中科院院士、中大新亞書院院長黄乃正透
露，該秘書處初步預計跟兩個研究所一同落
戶科學園，以便資源整合。至於聯盟的具體
工作狀況，他坦言目前仍在起步階段，細節
仍有待公佈。
黃乃正強調，創新科技關鍵在教育，認為
聯盟或可帶來契機，包括建議中科院考慮在
大灣區設立大學，提升區內高等教育水平，
「事實上中科院在北京、上海、合肥都有辦
大學，假如大灣區都能這樣做，院士們可參
與教學、帶領研究以至顧問等不同工作」。
他表示隨着聯盟落實工作後，會考慮提出

有關方案，為大灣區教育發展盡力。

研究所落戶「通脈」院士聯準備「傳功」

■林鄭表示中央惠港新策「很有突破
性」，並且有全覆蓋優勢。政府新聞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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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昨日發佈「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申領發放辦法」，從9月1日起，符合條件的港
澳台居民就可申請內地「居住證」。這一舉措便
利港澳台同胞在內地就業、求學和經商，讓港人
享受實實在在的國民待遇，讓港澳台同胞分享更
多國家發展紅利；同時，是在法律上實實在在體
現港澳台居民的中國公民身份，有利實現港澳台
同胞的國民身份認同。

隨着內地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完善，愈來愈多
社會服務需要使用內地的居民身份證。在此背景
下，只擁有作為旅行證件的回鄉證的香港人，在
內地工作生活就面對諸多不便。即使香港已回歸
祖國21年，但不少在內地生活的港人，在就
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仍難以享受
與內地居民一樣的待遇。這次國家發放「港澳台
居民居住證」，讓港人可以通過申領「居住
證」，享受到3項權利、6項基本公共服務和9
項便利，真正享受與內地居民基本相同的待遇，
對到內地發展的港人是極大的好事。

首先，「居住證」所提供的權利、服務和便
利措施，有針對性地解決了港人在內地工作生活
上的困難，消除不便，掃除了港人在內地坐高
鐵、住酒店、開銀行戶口、使用新經濟服務時面
臨的障礙，讓港人實現日常生活上與內地居民無
差別體驗，大大增強了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北上發
展的吸引力。

同時，從更深層意義看，發放標註有中國公
民身份號碼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是港澳台
居民的中國公民身份的具體體現。在「一國兩
制」下，大部分香港居民首先是中國公民，擁有
中國國籍，香港的行政長官、主要官員，都必須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第 539 章) 第2
條所界定的中國公民，這些港人可以經選舉出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與管理國家事務。

但大家看看證件，無論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還是「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
稱回鄉證），都並沒有標示出持證人的「中國公
民」身份，沒有內地居民身份證上的「公民身份
號碼」。在新辦法實行之後，有中國公民身份的
香港人可以通過申領「居住證」獲得「中國公民
身份號碼」，意味着港人的中國人身份列入國家
法律規管的行列，獲得國家法律的認可，港人擁
有法律上正式的中國人身份，對國家的歸屬感有
了切實的依歸。

去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
回歸2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表示中央有
關部門將積極研究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內地學
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施，為香港同胞到廣
闊的內地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使大家能夠在服
務國家的同時實現自身更好發展，創造更加美
好的生活。過去一年來，中央多個部門已先後
出台允許港澳人士繳存住房公積金、取消港澳
人士內地就業證等便利措施。這次讓港澳台居
民申領「居住證」，體現習主席「以人民為中
心」的發展理念，彰顯中央對香港同胞的關懷
厚愛。

香港與內地不斷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快
速推進，「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政策的出台極
具深意，讓有心到內地發展、貢獻力量的港人，
可以無後顧之憂地融入國家發展。國民身份認
同，不僅僅是一句說話，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過
程。

便利港人內地發展 切實體現國民身份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一意孤行，邀請「香港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宣「獨」，激起全城憤
慨。FCC為陳浩天播「獨」搭台，讓「港獨」分子
由街頭叫幾句口號，變成堂而皇之地利用FCC的平
台，肆無忌憚地宣揚「港獨」政治論述。FCC走上
前台，走出公然為「港獨」撐腰的第一步。「港
獨」與外部勢力勾連，反映事態發展已非「書生論
政」、「紙上談兵」那麼簡單，包括特區政府在內
的香港各界，絕不可掉以輕心，若仍以為對「港
獨」不必小題大作，只會誤判形勢，令「港獨」勢
力尾大不掉。

對於「港獨」勢力，本港至今仍有不少人認為其
不成氣候，甚至指稱不必刻意遏止「港獨」，以免
抬高「港獨」聲勢。此說法相當錯誤。對「港獨」
置若罔聞、聽之任之，根本是鴕鳥思維，因為宣揚
推動「港獨」者有其深遠背景，如果不予堅決遏
止，「港獨」勢力不僅不會自我消失，而且會變本
加厲。

保安局擬依據《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
運作，其召集人陳浩天千方百計拖延時間，更借
FCC午餐會的平台大肆宣揚「港獨」理念，聲稱香
港的「主權」必須由香港人掌握，指達到這一目的
的唯一方法就是「港獨」，更鼓吹「台獨」、「藏
獨」、「疆獨」、「蒙獨」合作，並要求美國對香港
作出制裁。可以說，陳浩天由以往在街頭、集會推銷
「港獨」到登堂入室，在國際媒體雲集的FCC有系統
地作「港獨」政治演說，吸引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
試圖令「港獨」邁出「國際化」的一大步。

違法「佔中」最初標榜「愛與和平」，「旺角暴
亂」一開始打着「維護小販權益」的旗號，最終給
香港造成什麼後果，市民有目共睹。陳浩天揚言要

「流血」、「武裝革命」，卻又聲稱「港獨」是言
論自由，無傷大雅，能讓人相信嗎？違法「佔
中」、「旺角暴亂」殷鑑不遠，「香港民族黨」鼓
吹「港獨」已「衝出香港、走向國際」，香港市民
能不提高警惕？還能認為「港獨」不成氣候、「得
個講字」？

FCC是國際傳媒在香港的聚腳點，有不可低估的
影響力。FCC一直聲稱不支持「港獨」，但陳浩天
正是得益於FCC的幫助，通過其平台向海內外媒體
廣泛傳播其「港獨」理念。如果沒有FCC的「邀
請」，陳浩天有這個宣揚機會嗎？如果FCC完全不
認同其主張，會邀請他到其會址演講嗎？FCC罔顧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嚴正要求和社會輿論對
FCC此舉的譴責和阻止，執意邀請陳浩天演講，反
映外部勢力已毫不掩飾為「港獨」推波助瀾，將
FCC的會所作為散播「港獨」的法外之地。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北京回應FCC邀
請陳浩天演講一事，表示外國記者會不顧外交部和
政府的再三勸告，仍一意孤行邀請陳浩天發表演
講，不是一般的不友好行為，亦不是一般的干預或
挑釁行為，在法律性質上，是協助進行分裂國家的
煽動，或協助煽動分裂國家，「從法律上來說，毫
無疑問是違法。」

國家安全的紅線觸碰不得，對待「港獨」必須零
容忍零空間。FCC在關乎中國國家安全的大是大非
問題上，公然對抗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主流
民意，為「港獨」搭台造勢，法理情都難容。遏止
「港獨」氾濫，防止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特區
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立場堅定，果斷執法，彰顯對
「港獨」絕不姑息。這才是當前政府 不能迴避的最
大議題。

「獨」派勾連外部勢力 反「獨」非小題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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