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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請首日，穗台青年之

家副會長尤浩宇和5位台灣青年一起在廣

州海珠區申請辦理。1998年，尤浩宇跟隨

父親到浙江寧波考察投資環境，後來長

期在穗發展。回憶起首次到大陸，一晃20

年過去，手上的台胞證也換到了第四本。

用第四本台胞證來辦理居住證，尤浩宇

說，一路走來，不僅感受到大陸快速的發

展，更真實感受到大陸是用真心對待台灣

同胞的，他期待着領取居住證後，青年之

家的夥伴們能夠一起用新證件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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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江公安分局萬安派出所，為
來自台灣台北的翁偉書一家九
口，辦理了台胞申領居住證業
務。翁偉書祖孫三代一家九
口，正式「落戶」泉州。

隨父輩西進18年
翁偉書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說，自從得知大陸出台《港
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
後，他和家人都很關注，前幾日
已準備好了所有文件，昨天一大
早就到派出所，因為他們想早點
拿到居住證。他所在的泉州市台
商協會，也有不少台商準備這兩
天申領居住證。
一大早，翁偉書帶着69歲

的母親黃琬凌、妻子和兩個孩
子，哥哥、嫂子（大陸）以及
哥哥家的3個孩子，趕到萬安
派出所申領居住證。翁偉書
說，其父輩很早已西進大陸投
資，他18年前亦隨着父輩到大
陸從事製造業。「大陸出台這
個政策，是讓台胞享受和大陸
居民同等待遇的表現。」翁偉
書表示，有了居住證，就如同
有了大陸的居民身份證，無論
去酒店住宿，還是出行乘高
鐵、飛機，都可以同大陸居民
享有相同的便利。

大陸視野更開闊
事業與家同在，成為越來越

多大陸台商的生活寫照。翁偉
書表示，與哥哥家一共5個小
孩，在台灣出生後沒多久就都
帶到大陸，母親也長期在大陸
居住。「我們的事業都在大
陸，家也都在大陸。」翁偉書
說，「現在早已習慣了大陸生
活。大陸很大，視野很開闊，
如今偶爾回去台灣，與至今依
然留在台灣的朋友親人交流，
發現很多觀念已經脫節，畢竟
台灣太小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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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輕人一
起，才發

現只有我們極少數
的『老人』還在用
着綠色紙本台胞
證。」作為青年創
業隊伍中的「孩子
王」，尤浩宇也是
這次居住證辦理前
期準備工作的「總
幹事」。

昔單次簽昂貴
今居住證免費
尤浩宇回憶說，
最初的台胞證簽註
一次通常耗費一周時間，簽證費也要800元新台幣一
次，費時又昂貴。當年換第二本台胞證已可使用一年
多次簽註，到了第三本、也就是2013年時，台胞證又
可以享受兩年多次簽註。到了2015年，大陸新推出卡
式台胞證，讓台胞一路感受到政策的不斷放寬和優
化，尤浩宇說，這些年最明顯的感受就是，不少台灣
朋友來大陸旅遊的次數多了，也更便利了。首次申請
領取台灣居民居住證更是免收證件費。

逗留時間越久 更盼「同等待遇」
親身經歷過政策的不斷完善和推進，尤浩宇也不
自覺地在商旅過程中有了更多觀察和思考。大概是
2003年左右，尤浩宇因商務會議入住深圳羅湖區
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當時從酒店房間俯瞰地面，看
到一個大坑，覺得有些影響視野。後來得知，那是
深圳第一條地鐵修建工程現場。
「那個畫面留下的印象很深，不過從此之後，就

留意到不僅是深圳，整個大陸的城市規劃發展越來
越國際化，城市發展可謂日新月異。」尤浩宇說，
不斷往來大陸的台胞們，也因為逗留的時間越久，
和這邊的關係交織越密集，對「同等待遇」的期盼
也自然變得更強。
想到20天後台灣居民居住證就可以快遞到廣州
的住處，尤浩宇說，終於要用上卡式新證，享受在
大陸更便捷的生活。

風雨無阻辦證 享受義務教育
石頭記珠寶有限公司總經理蘇一舫，作為台商二
代在大陸生活已經近15年。為了順利申辦台灣居
民居住證，成為廣州第一批申報辦理居住證的台
胞，蘇一舫透露，已提前一天就帶着孩子們去拍證
件照片，準備相關資料。他笑說，為了可以第一個
辦理居住證，更是幾番叮囑孩子們要早起。
居住證申請首日，不巧正逢廣州大雨。蘇一舫和湖
南人太太帶着孩子風雨無阻前往辦理。到達花都辦證
點後，只用了半個小時就全部都辦理完畢。更被驚喜
告知，自己是廣州首位申請台灣居民居住證的台胞。
蘇一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孩子在當地上學，
此次一同辦理居住證，以後就可以省去很多手續。
「可以享受義務教育，這也是為家長減負。」此
外，作為時常出差在路上的商旅人士，蘇一舫連說
兩個「終於」，來表達自己的興奮之情，「終於可
以自助買票、電子取票了；苦於排長隊取票的經
驗，終於成為『過去』了」。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新社及記者黃
寶儀報道）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
日應詢指出，台灣同胞不會僅因申領居
住證而改變其在大陸的納稅身份和納稅
義務，也不會僅因領取了居住證而在大
陸負有全球所得納稅義務。
有媒體提出，有台灣業者提出台灣居

民如果在大陸申領居住證，以後可能要
在大陸繳納全球個人所得稅，請予說
明。馬曉光回答該問題時作以上表述。

台企聯：台當局擋不住兩岸交流
他表示，我注意到了相關情況。8月

31日下午，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
決定已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
會議表決通過。經向國家相關主管部門
求證，《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
法》有關規定與相關稅收規定沒有對應
關係。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長王

屏生昨日完成申請之後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說，這是兩岸交流的一個好事，兩岸
不斷親密的合作交流對於兩岸和平穩定
發展有很大幫助，對於是否擔心台灣當
局給領取居住證的台胞找麻煩時，王屏
生直言台灣當局「擋不住兩岸交流的大
趨勢，兩岸一家親更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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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
道）昨日上午，台積電（南京）有
限公司員工阮義雄早早來到南京市
公安局浦口分局辦理港澳台居民居
住證。拿到回執後，他開心地說，
「想着早點來辦，沒想到不少台灣
工友比我來得還要早，排了近一小
時隊才輪到。」
江蘇省公安廳昨天起開放135個受

理點，在全省全面開展港澳台居民
居住證受理業務，昨天上午兩小時
內，為近400名港澳台同胞辦理了居

住證申領業務。
據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介紹，

分局所轄區內有30多家港澳台企
業，常住着2,000餘名台灣同胞。台
積電南京項目落戶在江北新區，不
僅有生產基地還有研發中心，圍繞
台積電上下游產業鏈條，聚集了較
多的台灣同胞長期工作與生活在當
地。上午扎堆前來辦理申領居住證
的台灣同胞大都為台積電員工。
阮義雄來南京工作剛剛 9 個多

月，因為工作的原因，將會較長時

間在南京居住。從新聞中看到申領
居住證的消息後，阮義雄特別高
興，覺得自己「趕得巧」。他說，
「因為我們要四處跑，有了居住證
購買高鐵票、機票等交通方面會很
便利。」
李文義是台積電的供貨商，在南

京工作了一年。「早就想好要趕在
第一天申領居住證。」李文義的公
司有20餘名台灣同事都會來辦證，
他說，「我是先來辦，回去再跟他
們講要準備什麼。」

■■蘇一舫和三個孩子一起辦證蘇一舫和三個孩子一起辦證。。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穗台青年之家副會長尤浩穗台青年之家副會長尤浩
宇一手執第四本台胞證宇一手執第四本台胞證，，另一另一
手展示台灣居民居住證領取憑手展示台灣居民居住證領取憑
證證。。香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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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台北的翁偉書祖孫來自台灣台北的翁偉書祖孫
三代順利申領居住證三代順利申領居住證，，在派出在派出
所來一張所來一張「「全家福全家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北
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灣籍博士生王裕慶從
2016年開始就呼籲給在大陸台胞發放18位身
份號碼，並發表過淺析台灣同胞同等待遇
（居民待遇）的論文。申領港澳台居民居住
證的消息令他更是激動不已。前一天就準備
好了在讀證明、居住證明、成績單，9月1日
六點起床就開始做準備，一大早趕往北京大
學燕園派出所，得知周末無法辦理後，又趕
往東城出入境大廳，後又趕往海淀中關村派
出所，最終在中關村派出所的通融下順利辦
證，獲得了830000開頭的18位身份號碼。

兩岸關係重要里程碑
王裕慶認為，這是兩岸關係的重要里程碑，
具有重要意義。他還認為，台灣同胞在大陸享
有法律居住證的權利的同時，也需要考慮應該
盡一些國民的義務和責任。比如納稅、扶貧、

參軍服兵役等。他又指出，台灣有個別媒體造
謠說大陸逼迫台胞辦理居住證，「在此，我可
以說，我們沒有任何被逼迫，我們是非常願意
和樂意辦理這個證件的」。

回家發展不用做遊客
昨天早上，在北京創業公司投資有限公司

工作的台胞鄭博宇也在新古城派出所順利辦
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請，他是這個派出所
第一位申請的港澳台人士。鄭博宇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辦理過程極其順利，不到十分
鐘，手續和流程簡單，工作人員態度友善。
「有了居住證後，可以說之前在大陸生活需
要輸入18位身份號碼的所有障礙和問題都得
到了解決。以前拿台胞證在大陸，感覺自己
就是個『遊客』，現在我們也有了居住證，
是以一種同胞的身份回到家裡發展，這是很
大的心理感受上的不同。」

台籍博士：享權利也應盡義務

■■ 王裕慶在受理點王裕慶在受理點
展示領取憑證展示領取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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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第一張台灣居民居住證昨日在廣西南寧製發。9
月1日上午9時，廣西南寧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
長周代祥到該市公安局鳳嶺派出所申領台灣居民居住
證，當天12時即領到證件，從申請到領取僅用了3個
小時。 ■圖 /文：中新網

南京台積電員工扎堆辦證南京台積電員工扎堆辦證

■■台積電的供貨商李文義在留取台積電的供貨商李文義在留取
指紋指紋。。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