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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四項便利辦證措施
1.以省內港澳台居民具體分佈區域為參
考，在全省設置386個辦證點，申請者
不必長途跋涉辦證

2.提供的證明材料上，如租約、就業合同
中，同時包含居住地址和時間的情況，
可「二合一」一次審核，而不必分別核
實居住地和居住時限

3.對殘疾人和長者開設綠色通道，可上門
服務；普通民眾若需要證件辦理緊急事
務，可特事特辦，加急處理

4.廣州深圳等港澳台居民較為集中的城
市，開設網上及電話預約渠道，避免現
場排隊耗費時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申證準備材料及領證時間
1. 本人有效出入境證件（即回鄉證）

2. 個人相片（需到照相館拍居住證相並取
得證件照回執）

3. 居住滿半年的證明文件（符合有合法穩
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
之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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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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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連續就讀證明包括學生證、就讀學校出
具證明材料等

7. 填寫《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登記表》
（活動當日現場填寫並採集指紋）

8. 申請受理之日起，20個工作天即可領證

資料來源：工聯會

居住證居住證開辦
港 澳 台

廣東是內地港人最為密集的省份，申請量最大。
僅在昨日上午3個小時中，廣東全省成功為

1,061名申請者辦結手續，而截至下午5時半已累計
受理2,030張。
據悉，作為全國首批申請者，當日辦結手續的港澳

台居民將於9月29日國慶節前夕拿到證件，首先享受
出行、住宿等各項便利。至於是現場取證還是郵遞寄
證，由申請者自助選擇。

粵設386受理點 方便就近辦理
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戶政處處長黃成龍昨日介紹，
為方便港澳台居民辦證，廣東推出了多個便利措施，
其中，根據港澳台居民分佈情況，在全省設置了386
個受理點，方便申請者就近辦理。在啟動受理之前，
還進行了預演；半年居住證明材料，具體材料和樣式
可供選擇。
針對三類人，公安機關將開闢綠色通道，特事特

辦。「我們開闢綠色通道，專門服務老人和殘障人
士，可以致電或網上預約上門服務。
另外，普通民眾若需要證件辦理緊急事務，亦可特

事特辦，加急處理。」

關注微信公眾號進行預約
對於港澳台居民關注的網上預約辦證，是廣東公安
努力實現的目標。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深圳公安
率先打通預約通道，且開設了電話預約方式。
深圳市符合申領條件的港澳台居民，可通過關注微

信公眾號「深圳公安」、登錄深圳市公安局網站
（www.szga.gov.cn）或撥打114電話進行預約，申請
者可選擇預約居住地所在區任一受理點。
廣州市公安局昨日亦宣佈，正式打通港澳台居民居
住證網上預約通道，申請者可關注「廣州公安」微信
公眾號查詢。記者進入該微信公眾號，點擊「辦事大
廳」進入業務預約頁面，選擇「戶政業務」。
在頁面最下面，顯示新增一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辦理」。點擊進入後，可選擇預約網點、時間等，提
交後即可。
據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負責人介紹，目前，接受網

上預約的暫時只有廣州、深圳等港澳台居民聚集城
市，如粵東西北地區，由於港澳台居民較少，可即到
即辦，網上預約沒有必要。至於會否推出面向全省的
網上預約服務，目前仍在研究之中。
這位負責人指，相信今後仍會推出便利措施，亦在

研究推出更多的港澳台居民證應用場景。

按照就近便利原則，公安部在內地各省

市共設立受理點6,572個，為港澳台居民辦

理居住證提供便利。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

東省公安廳獲悉，對於港澳台居民關注的

網上預約辦證，是廣東公安努力實現的目

標，目前沒有在省級層面推廣。不過，各

地可以通過「自選動作」，開辦網上預約

服務，其中，廣州、深圳已經實現。同

時，公安機關將開闢綠色通道，專門服務

老人、殘障人士，可以致電或網上預約上

門服務，而須辦理緊急事務者，亦可特事

特辦，加急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廣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了解到，申辦港澳台居住證資格，最重要條件是為居住
滿半年證明材料，即前往內地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穩
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申請辦證時是
否一定要實際居住滿半年？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戶政處處長
黃成龍表示，申請者滿足實際居住或即將連續居住滿半年，
都符合申請條件。
黃成龍昨日以租房合同為例：根據一般社會常識，簽訂租
約，租期一般在至少在半年以上。工作人員在審核材料時，
只要看到租期在半年以上即可。「也就是說，你簽訂了租房
合同，就意味着你將在某地連續租住半年以上。因此，你簽
訂合同當日便可持合同前往辦證中心申請居住證。」
與此同理，申請人辦理了就學手續、就業合同，也意味着
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在內地學習工作，即符合辦證條件。因
此，毋須實際居住半年以上才符合辦證條件。
黃成龍提醒，已經持證的港澳台居民，若變更租房地址、
變換工作單位等，應及時到辦證中心辦理證件變更手續。據
悉，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有效期為5年，5年後可以繼續申請
領取或更換。

若房東企業助造假 將追究責任
針對證明材料造假，或簽訂租約、合同，卻長期在境外工

作生活等，他表示，公安機關將因其違規而註銷居住證。
「我們可以通過隨訪或出入境記錄查詢，希望辦證者遵守有
關規定。」
房東或企業倘協助申請者造假，將追究其責任，或罰款，

或治安拘留，情節嚴重者，將刑事拘留。不過，對於工作日
在內地，而周末在港澳台地區度過，或者短時間逗留境外，
並不會因此註銷證件。

持租約就業就學文件即可辦

■羅湖公安分局出入境辦證大廳受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
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上海報道）《港澳台居
民居住證申領辦法》正式施行，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
經濟貿易辦事處（下簡稱「駐滬辦」）主任鄧仲敏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駐滬辦將積極發揮
其平台優勢，及時將有關居住證申領辦法資訊傳遞給
內地港人。
鄧仲敏表示，十分高興地看到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從昨
日開始申領，「自從《辦法》出台以來，我們一直非常
留意各個不同環節，也和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山
東港澳辦及公安廳、局保持密切聯繫，希望能了解最新
申領居住證辦法。」
鄧仲敏表示，相較於通行證，居住證功能性更強，

可切實地幫助港人融入內地生活，「我們相信，居住
證的發放能夠更好地讓香港居民在內地的工作、生
活、求學得到更大便利，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
由於《辦法》剛剛施行，鄧仲敏相信，不少港人還

需要一個信息普及的過程，「我們會與在上海、浙
江、江蘇、安徽、山東的港人團體保持密切聯繫，讓
他們知道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申領辦法。我們在知道
細則後會立刻通過網站、電郵、微信公眾號向港人發
出通知。未來也會透過我們的渠道向港人及時發佈信
息，讓他們更好地了解申領居住證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不少港人首日辦理居住證時只需5分
鐘到10分鐘，深圳警方表示，深圳具備
壓縮時間條件，下一步這時間會逐步縮
短，提醒有意辦證港人先在網上預約，
否則「來現場排隊可能會等很久」。

首日深圳大雨 無礙申證熱情
港澳台居民申領內地居住證業務啟動

辦理首日，雖然深圳多個地方下起大
雨，但有不少港人一早就冒雨前來等候
提交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深圳多個辦理點
看到，從大廳入口到具體辦理窗口，均
設有明顯的指引標誌，以及需要提交的
各種資料和辦證指引。
在羅湖公安分局出入境辦證大廳，香

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當天啟動辦理
業務前，就收到了76位港澳台居民的預
約申請。有港人早上7點、8點就趕到現
場。截至下午6時，線上預約辦理人數
400名，實際辦理申請的217人。
羅湖公安分局人口科副科長楊青介

紹，「一般我們會優先辦理預約號，沒

有預約來現場排隊可能會等很久，建議
大家都預約好了過來。」
據悉，為了迎接首日辦證，羅湖公安

分局出入境辦證大廳近期進行了專項培
訓，熟悉業務辦理流程，購買配備設
備，安排了兩名工作人員在專窗負責辦
理這項全新的業務，並通過製作標識
牌、擺放宣傳單張等方式方便港澳台居
民辦理居住證。
連日暴雨，影響了部分港人昨日辦證的

進程。鄭先生9點多準備前往附近辦理點
申請，但在照相館上傳照片到公安網站

時，一直上傳失敗，無法取得回執。「有
人之前已經拍好照片上傳取得回執，今天
辦證就很快受理，但今（昨）天拍照的就
一直無法上傳資料。」
對此，深圳警方回應指，因此前暴

雨，製證中心突然停電，導致互聯網數
據無法傳輸。「這個系統我們用了十幾
年了，一直沒出過故障，身份證、居住
證等業務都是通過這個系統上傳照片
的。」經過搶修，系統已經運轉正常，
今日可正常辦理。
警方還表示：「正常情況下受理只需
要5分鐘到6分鐘就可以完成，按照公安
部的要求20個工作天內可以拿到證件，
不過深圳具備壓縮時間的條件，下一步
這個時間會逐步縮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廣州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
案》，規定凡在內地居住滿183天，不論
是否為內地居民均須申報全球收入。香港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昨日指，內地普遍高
於香港的個稅稅率，令部分因工作往返於
兩地的港人無法下決心定居在內地，希望
特區政府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磋商，並盡
快公佈結果。

港人自發申證遠超預期
黃國健昨日陪同辦理多名在廣州的港人

到廣州市番禺區公安分局戶政辦證中心申
辦居住證，在辦證大廳記者看到，除了工
聯會組織的港人，自行前來申辦港澳居民
居住證的港人遠超預期。「這個居住證辦
理點距離廣州最大的港人聚居社區祈福新
村不遠，所以很多得知消息的港人都自發
前來。」工聯會負責人葉小姐說道。
黃國健協助申請人辦證後表示，在辦證
點看到不少人查詢和辦證，感受到港人對
申請居住證的關注。他相信內地整體無論
經濟和居住環境均有大幅度改善，社區便
利程度等，是居住內地港人辦證的重要因
素。
他說，「居住證解決了以前回鄉證無法

享受的內地社保、公積金、購票等一系列
難題，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對香港人才
的吸引也一定會發揮積極作用。」
不過，工聯會平時長期接受港人諮詢和

訴求，也使得黃國健十分清楚居住證仍然
存在一些未能消除的問題。「雖然居住證
好處很多，但仍有部分往返於粵港兩地的

港人持觀望態度。」
他指出，這些港人的最大顧慮便是內地與香港稅收

政策的巨大差異。「內地普遍高於香港的個稅稅率，
使得一部分因工作往返於兩地的港人無法下決心定居
在內地。」
正如黃國健所擔憂的，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

院物聯網研發部總監高民日前就表示，就職於霍英
東研究院的港籍科研人員，為了規避在內地工作
183天的個稅界限，每周需往返於廣州南沙和香
港，長期奔波十分不便。
他認為，個稅政策還需兩地政府進行更深入的磋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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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優先 研再縮時

駐滬辦全方位傳申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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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龍表示，企業協助材
料造假將追究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港澳台居民平時辦理居住證時港澳台居民平時辦理居住證時，，可可
首先到受理點的戶政業務取號區取號首先到受理點的戶政業務取號區取號
輪候輪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黃國健陪同港人許懿婷申請居住證黃國健陪同港人許懿婷申請居住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