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愈來愈多
港人到內地
求 學 和 就

業，他們卻因沒有內地身份證而遇上
各種不便。民建聯一直爭取港人能夠
與內地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對於國務
院早前公佈《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
發放辦法》，為港人在內地生活提供
更大便利，我們表示歡迎。
根據《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

放辦法》，合資格的港、澳、台居
民9月1日起可申領內地居住證，條
件包括在內地居住半年以上；有穩
定就業、穩定住所或連續就讀，成
功申請者日後可與內地居民同享
「三項權利」、「六項基本公共服
務」及「九項便利」。

民建聯：三方面需跟進
民建聯認為，這項措施回應了港

人多年來的訴求，日後申請內地身
份證後有助他們工作或就讀，消除
了以往沒有內地身份證帶來的不
便。不過，在政策層面上，我們認
為至少有三方面工作需仔細跟進。
首先，不少港人看到政策內容

後，心中存有多個疑問，例如半年
的居住要求是否必須為連續居住？
取得居住證後是否有持續居留的要
求？合法穩定就業及連續就讀的申

請條件是否有具體定義，例如少於半年的短期
兼職工作或課程是否符合要求，中途被解僱又
是否符合要求？

另外，申請居住證後，香港居民在內地的稅
務責任有無改變？各省市的申請手續是否一致
及簡易？會否設立一站式查詢熱線，以便利香
港市民申請及查詢等等？針對上述疑問，民建
聯已去信有關部門，希望中央能予以回應及釐
清。
其次，符合申領資格的港人只有約50多

萬，即是仍有超過600萬的香港居民無法獲享
政策帶來的便利措施，故民建聯未來會爭取內
地當局進一步放寬居住證申請門檻，讓更多港
澳台居民享受國民待遇。
宣傳工作方面，我們建議內地及特區政府通

力合作，向合資格的內地港人傳遞有關訊息，
例如在本港各個出入境口岸加強宣傳工作，讓
更多合資格港人知悉及提出申請。

■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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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柴婧）
很多學生爭讀「神科」，可偏有人考進去
後，為追隨心中夢想而放棄。印尼華僑余
姿蓉曾為遵從父願，入讀當地頂尖醫學
院，可一年過去，她覺得醫科索然無味，
於是放棄他人眼中的「大好前程」，索性
到日本闖盪。在深思熟慮下，她移師香
港，重新報考科大本科課程，現正就讀科
大科技領導及創業哲學碩士，更已創立公
司，希望把含有科技元素的香薰機帶入港
人生活，以香氣療癒都市人的疲憊。
余姿蓉的外婆是中國人，早年因戰亂

而逃往印尼，僅有小三程度的外婆在當地
白手興家，經營起一間曾有三百員工的塑
膠廠。余姿蓉視外婆為偶像，「可能因為
外婆，在我心裡埋下創業的種子。」
不過，余父是醫生，希望女兒繼承衣

缽，余姿蓉於是報讀醫科，並成功考入當
地頂尖大學印尼大學的醫科。一年後，余
姿蓉意識到自己始終最鍾情創業，於是毅
然退學。
縱有創業的熱情，但對發展方向並不

清晰。灑脫的小妮子跑到日本獨自生活一
年半，更在那裡找到創業靈感。其後她移
師香港，成功入讀科大工業工程及物流管

理學本科，再升讀科大科技領導及創業哲
學碩士課程。
談到在日本的「生意大發現」，余姿

蓉指她偶然認識到天然精油及芳香療法可
紓緩肌肉、精神緊張。
3年前，余父不幸中風，開朗愛笑的余

姿蓉情緒陷入谷底，不願意和人接觸，讀
書也提不起興趣。最後她靠着芳香療法紓
緩情況，並想到「不如把芳香療法化成生
意，讓更多人了解它的益處。」

設計智能系統 App控香薰機
籌得3萬元啟動資金後，她在2015年

成立公司，又設計智能香薰系統。產品
主要針對酒店等用戶，可透過手機應用
程式控制香薰機散發香氣的時間、模
式，根據智能香薰機的型號，一台香薰
機可安裝1瓶至5瓶精油，不需換水或點
火，機器會根據設定混合不同分量的精
油，產生專屬於用戶的香味。
相關設計可減輕員工工作量，同時亦

可收集大數據，分析客人喜好。
該智能香薰機正處於測試階段，預計

年底於理大的教學研究酒店唯港薈內使
用。

印尼女棄「神科」入科大學創業

研大腦顯微造影 港大生獲科創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推動
青少年積極投身科研創新，「第十一屆
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日前在北京召
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外全科醫
學士六年級生黎曦明憑藉其於人類大腦
組織顯微造影方面的研究，成為本屆
100位獲獎青年之一，亦為本港唯一獲
此殊榮學生。
黎曦明在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
科學院名譽教授吳武田的領導下，與倫敦
帝國學院的科學家團隊開發了一種新的組
織透明化溶液OPTIClear，可把標本大腦
組織透明化，清晰顯示神經細胞、膠質細
胞和血管的三維空間細微結構，從而避免
將大腦組織切片，既可減省時間，亦不需
重組整個神經環路。

助早期診斷腦退化帕金森
這項研究讓醫學界更深入了解大腦的
連接和環路，並有助於揭示常見腦退化疾
病如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病理機制
及早期診斷。

作為該研究的首席研究員，黎曦明希
望這種技術可以用於研究其他疾病，最終
幫助揭開人體奧秘。這項研究不僅為他贏
得兩項殊榮，更已於多份學術期刊上發
表。
黎曦明在北京獲頒獎項，對此表示深

感榮幸，「要平衡醫學院的功課及研究的
工作極具挑戰性，全賴家人及整個研究團
隊的支持，我非常感激他們。雖然這項探
索性研究未必會直接影響臨床的工作，但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珍貴及有意義的旅
程。」
「中國青年科技創新獎」於2004年創

辦，並於2008年擴展至港澳地區的在校
學生，每屆僅有兩名香港代表獲推薦。基
金每年獎勵約100人，設研究生、大學本
專科、高中生，初中生及小學生五個組
別。
研究生和大學本專科生獲獎者每人獲

頒發獎學金兩萬元，中小學生獲獎者每人
獲頒發獎學金5,000元，同時分別獲頒發
榮譽證書和獎盃。

■余姿蓉希
望把含有科
技元素的香
薰機帶入港
人生活，讓
芳香療法治
癒都市人的
疲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柴婧 攝

■黎曦明（右）於北京獲頒「第十一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 港大圖片

內地居住證粵386辦證點公佈
分佈21地市 20工作天搞掂 公眾號可查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
「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
組」早前發表諮詢文件，就推廣
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措施徵集
意見。就小組建議提供多元化的
家長教育課程模式、制定有系統
和主題式的家長教育計劃等，教
聯會大致認同有關方向，相信有
助家長掌握傳授管教子女的技
巧，以及明白家長的角色和責
任。教聯會進一步建議，當局應
落實推動在全港十八區設立地區
家長資源中心，支援不同家長的
需要。

定期辦講座 增家長教育
教聯會認為，資源中心能為家

長提供各類相關書刊及多媒體資
訊，並定期舉辦講座及工作坊，
以加強家長教育。同時，中心亦
可提供輔導服務，讓有需要的家
長得到適時的支援，相關場地則
可外借予學校家教會舉辦活動，
促進家長之間的聯繫。
對於專責小組建議提供家校溝

通及合作的教師培訓課程，教聯會表示支
持，並希望當局舉辦或直接資助教師，以
報讀調解技巧或法律知識的課程，幫助教
師應對家長投訴，教聯會又建議當局為每
間學校增設家長聯絡主任，專責統籌家長
教育及家校溝通工作，並減少課節及行政
事務，以減輕教師處理家長投訴的壓力。
對於幼稚園成立家教會的構想，教聯會

認為須考慮幼稚園的實際情況，並給予足
夠的支援。目前幼稚園面對嚴重人手不足
的問題，若成立家教會，將進一步增加幼
師的工作量，故教聯會促請當局提供代課
教師資助及增加文書人手，以減輕幼師處
理相關工作的壓力；要進一步推動幼稚園
成立家教會，當局應加強向幼稚園宣傳，
例如舉辦相關講座，並就家教會成立及運
作方面制定更清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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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
助理陳凱欣早前獲九龍
社團聯會委任為「健康

大使」，果然真係好關心市民健康。民建
聯深水埗社區幹事陳龍傑前日就喺facebook
度分享咗件小事，話早前參加九龍社團聯
會嘅「全城投入 活出健康」系列活動時，
同陳凱欣一齊喺大埔道創興銀行門口擺街
站派健康小錦囊，其間有個婆婆過馬路行
到中間時突然暈倒，陳凱欣即上前扶起婆

婆，仲扶佢到路邊幫佢消毒護理，令唔少
人覺得好感動。
陳龍傑話，自己8月18日嘅時候同陳凱欣

一齊派健康小錦囊畀街坊，「十分受歡迎，
行過嘅街坊都好樂意接小冊子並細心睇內
容。」原來，本小冊子嘅「三好三絕一多」
健康秘笈仲係陳凱欣寫嘅，陳龍傑大讚︰
「一個親力親為親寫的健康大使，令人敬
佩！」
其間，有個婆婆過馬路行到中間時突然暈

倒，陳凱欣就去扶起佢，扶到婆婆去路邊，
踎喺度幫佢個傷口消毒貼膠布，仲仔細問婆
婆嘅健康狀況，目擊呢個情況嘅陳龍傑話︰
「相信每一個行經睇到嘅街坊都同我一樣俾
佢嘅愛心及樂助精神所感動！」
見到陳凱欣咁有街坊心，但近日係咁俾反

對派攻擊，陳龍傑坦言覺得「十分無理、扭
曲、不忿」，希望阿欣要加油，「社會需要
正能量、社群需要奉獻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見婆婆馬路暈低見婆婆馬路暈低 凱欣扶起幫消毒凱欣扶起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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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為滿足

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工作、學習、生活、出

行便利的需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港澳台

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於9月1日實施。昨

日，廣東省公安廳在全國率先公佈辦理程序及受理

點。據悉，廣東共在全省21地市設立386個港澳

台居民居住證辦證受理點。自申請之日起，申請者

20個工作日可領到居住證，屆時可登錄平安南粵網

(http://www.gdga.gov.cn)或廣東治安戶政微信公

眾號(gdzahz)查看詳細資訊。

申請居住證條件
■合法穩定住所證明包括房屋租賃合同、房屋
產權證明文件、購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
用人單位、就讀學校出具的住宿證明等

■合法穩定就業證明包括工商營業執照、勞動
合同、用人單位出具的勞動關係證明或者其
他能夠證明有合法穩定就業的材料等

■連續就讀證明包括學生證、就讀學校出具的
能夠證明連續就讀的證明材料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辦理程序

❶提前到照相館拍好居住證
相片

❷持相片回執、本人有效出
入境證件、居住滿半年的
證明材料（符合有合法穩
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
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證明
資料），就近到居住地所
屬受理點申請，填寫《港
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登記
表》

❸採集指紋，未滿16周歲的
港澳台居民可由監護人代
為申領

❹申請受理之日起，20個工
作日即可領證

廣東省公安廳指，前往內地（大
陸）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

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
讀條件之一的港澳台居民，可申領港
澳台居民居住證。
未滿16周歲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

監護人代為申請領取居住證。如需辦
理業務，可持有效的港澳居民來往內
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五年
期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簡稱
「台胞證」）、居住證相片回執以及
居住滿半年的證明材料，就近到省內
各居住地所屬受理點申請。
據了解，今後持證的港澳台居民可
在居住地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
險、依法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
等3項權利，義務教育、就業、衛
生、文化等6項基本公共服務，以及
涉及諸多方面的9項便利。
這項服務措施將為港澳台同胞到內
地學習、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與
福祉，讓廣大同胞共用祖國改革發展

的新機遇新成果。

未滿16歲可監護人代申領
在具體申領流程上，廣東省公安廳

表示，需辦理居住證的港澳台居民，
可提前到照相館拍好居住證相片，持
相片回執、本人有效出入境證件、居
住滿半年的證明材料（即符合有合法
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
條件之一的證明資料），就近到居住
地所屬受理點申請，填寫《港澳台居
民居住證申領登記表》，採集指紋，
未滿16周歲的港澳台居民可由監護人
代為申領。申請受理之日起，20個工
作日即可領證。

需「回鄉證」相片居住證明
辦證所需材料共有3項，分別是本

人有效出入證件（港人為「回鄉
證」）、近期相片回執、居住滿半年
（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
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證明材料。

至於哪些材料可以證明居住條件是
否符合要求，廣東省公安廳首次予以
明確。通知指出，合法穩定住所證明
包括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產權證明文
件、購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
單位、就讀學校出具的住宿證明等；
合法穩定就業證明包括工商營業執
照、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出具的勞動
關係證明或者其他能夠證明有合法穩
定就業的材料等；連續就讀證明包括
學生證、就讀學校出具的能夠證明連
續就讀的證明材料等。

有效期5年 期滿換新證
通知指，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有效

期是5年。居住證有效期滿可以換領
新證。
對於港澳台居民在哪裡申請居住

證，廣東省公安廳亦在全國率先公佈
受理點，全省21個地市都設有受理點
（即派出所），共386個，其中大灣
區9市佔據最多數量。

■■婆婆過馬路行到中間時突然暈倒婆婆過馬路行到中間時突然暈倒，，陳凱陳凱
欣即上前扶起欣即上前扶起，，仲扶佢到路邊消毒護理仲扶佢到路邊消毒護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