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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證曝光 6572受理點準備就緒

港澳台胞居住證
今起申辦需求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倪夢璟 廣州、上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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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連線報道）內地多個省市今起正式受理港澳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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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越秀區公安分局第一辦證廳，雖然還沒到辦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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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證申請辦證，有關受理點已經準備就緒。昨日在

多雲驟雨 幾陣雷暴

戊戌年七月廿二 廿九白露 氣溫 27-30℃ 濕度 80-95%
港字第 25005 今日出紙 2 疊 8 大張 港售 8 元

間，但已經有不少港人到場諮詢及踩點。據悉，在內
地居住生活的香港長者、大學生及創業者反應最為熱
烈，連日來，工聯會廣州辦事處接到大量相關諮詢。
有居滬港人則表明已提前準備好所有材料，計劃第一
時間申領。他們表示，居住證能夠給在內地工作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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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帶來眾多便利，同時令他們更貼近祖國。

■港澳居民居住證正面(左)及背面。

廣州受理點諮詢者眾長者居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親身到廣州市
港澳台居住證指定受理點之一的東華
東路越秀公安分局第一辦證廳了解情
況，進門即在左手邊看到用黃色背景
牌標註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辦證專
窗」。雖然今日才正式受理辦證，但
民警已經上崗。不時有港澳居民或親
友前來諮詢，民警耐心解答。
「我第一時間看到了香港人可以辦
居住證的消息，實在按捺不住激動心
情，今天特地到現場來踩點看一
下。」在廣州定居養老的港人梁伯告

居滬港青：讓我們更貼近祖國
滬港青年會會長麥德銓已經早早準
備好了材料，準備第一時間去辦理居
住證，「居住證辦法的實施，讓我們
更加貼近祖國，為我們港人帶來了諸

多便利，我相信在得到便利的同時，
港人也會更加努力，為祖國發展出一
分力。」
在內地工作已經 3 年的港人 Joyce 表
示，她已計劃去準備材料辦理，惟因
工作關係可能無法第一時間辦理，
「也有些小遺憾。」

持居住證買高鐵飛機票更便利
由於工作範圍覆蓋全亞洲，Joyce 坐
高鐵、飛機早已是常態，「聽到（居
住證）消息後非常高興……居住證帶
來的便利如買火車票、公共醫療、教
育等，都是很接地氣的。」
Joyce 表示，自己的崗位屬於亞太
區，擁有內地居住證相信對於自己是一
個非常有力的幫助，「我們公司今年還
會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我也了解
到，世界多國和地區的企業都會集聚
中國，看到祖國越來越強盛，我們自
然也感到高興，我也會和親友商量，進
一步了解居住證可為港人帶來的實惠與
便利。」

■專人專窗辦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準備工作
就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辦理居住證小貼士
申請資格
1、在內地居住滿6個月
2、在內地有穩定住所或穩定就業或連續就讀

申請流程
1、準備居住滿半年證明
2、前往與公安聯網的照相館拍攝電子照並取
回執
3、持回鄉證、居住證明、電子照回執到受理
點專窗辦理
4、完成指紋採集、資料核對及錄入，辦結
5、20個工作日後現場或郵遞取證

辦證「一Take過」 領證20工作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
省公安廳介紹，辦理內地居住證的港澳台居民，
可持近期數碼相片採集檢測回執、本人有效出入
境證件、居住滿半年證明（合法穩定就業、合法
穩定住所、連續就讀三條件之一），共 3 份材
料，就近到居住地受理點申請。20個工作日後，
可現場取證或收郵遞證件（辦證時可自主選擇取
證方式），辦證全程實現「只跑一次」。

帶齊相關文件數碼近照
具體辦證流程，據工作人員介紹，港澳台居民
只須持內地通行證（港稱「回鄉證」）和滿半年
居住證明兩份文件即可。
據了解，居住地住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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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證明則包括工商營業執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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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證明包括學
生證、就讀學校出具的其他能證明連續就讀
的材料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數碼相片採集檢測回執，
可到內地居住地附近與公安聯網的證件照相館拍
攝數碼相，等候 10 分鐘左右便可現場取，亦可
選擇居住證辦證點周邊照相館拍攝。
為了方便港澳台居民辦證，除了公安機關，
分佈在各街區的照相館，也已經就緒，設備完
成了與公安聯網，隨時可以接受辦理照相和取
回執業務。
由於尚未接到可以網上預約辦證的政策通知，
申請者可到現場排隊，相信不會等候過多時間。
在專窗完成指紋採集、資料核對等手續後，即可
離開。

居住證彰顯國民身份
港澳台
居
民居住

證將為在
內地生活的港澳台胞帶來方便
外，也是對他們國民身份的一
種認同。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從官方獲得的證件式樣發現，
證件正面最後一行的「公民身
份證號」，和內地居民證完全
一樣，和證件上國徽一起，表
達持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身份，而證件背面除了有彩虹
印刷花紋，還有港澳台三地的
標誌性建築，彰顯作為港澳台
居民的獨特屬性。

與內地居民身份證高度一致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共有兩
款，名稱分別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港澳居民居住證」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居民居住
證」。名稱雖不同，但樣式一
樣，且和內地居民身份證高度
一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位於證
件背面最頂端，「港澳居民居
住證」（台灣居民居住證）以
大字號居中顯示，國徽位於證
件名稱左側突出位置。第三行

是「簽發機關」，即辦證點所
屬的公安分局。第四行為「有
效期限」，以製證年月日時間
為起點，共5年。
最後一行為「通行證號碼」
（即回鄉證號），這是證件背
面和內地居民身份證最大的不
同。其他方面，包括彩虹印刷
花紋和寫意長城的水印，正面
和內地身份證都一致。

背面印港澳台地標顯獨特性
港澳居民證正面，格式和內
地居民身份證完全一致。左側
包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住址（內地），右側為個
人數碼照片。最後一行為「公
民身份證號」，式樣中以香港
居民為例，登載了一個
「810000199408230021」 的
號碼，即 810000 表明其來自
香港，出生於 1994 年 8 月 23
日 ， 序 號 為 0021。 不 同 的
是，港澳居民居住證件背面除
了有彩虹印刷花紋，還有模糊
的港澳台三地的標誌性建築，
以展現港澳台居民的獨特屬
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取證後可獲便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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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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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敬樂梁峻榮神奇反勝 李慧詩膺多冠王

昨日發佈新聞稿表示，目前各地公安機
關按照就近便利原則，共設立受理點
6,572 個，為港澳台居民辦理居住證提
供便利。據悉，按照公安部統一部署，
各地公安機關積極做好港澳台居民居住
證受理點佈建、信息系統安裝調試、人
員培訓等各項技術準備工作。

訴記者。
連日來，工聯會廣州辦事處不斷向在
內地港人宣傳有關辦證事宜，發放相關
資料。與此同時，不斷有人前來諮詢，
電話不斷。據工聯會廣州辦事處負責人
介紹，他們當中，以長者最多。
「在內地生活和養老的長者，出
行、旅遊需求旺，在車票預訂、酒店
住宿等方面，港澳居民證可以帶來極
大便利，因此，他們的辦證需求最強
烈。」該負責人說。
目前，在廣東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
達 1 萬多人，他們的辦證需求也很強
烈，特別是在出行、升學、網絡註冊
等方面。另外，在內地創業的港人，
由於商務出行和交流多，需要居住證
輔助的地方也很多。

香港單車隊雙金臨門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
法》9月1日正式實施。公安部

■香港北上創業群體對申辦居住證需求強烈
香港北上創業群體對申辦居住證需求強烈。
。
圖為在佛山交流、創業的香港青年才俊
圖為在佛山交流、
創業的香港青年才俊。
。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6、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

9 項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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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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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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鄭治祖

張敬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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