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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 2.2 萬台胞領居住證
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

台當局妄言陸收集相關資料 國台辦斥民進黨歪曲善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持證」
台胞：
盼當局不要處罰

道）針對民進黨當局聲稱大陸所製台
灣居民居住證影響台「安全」一事，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昨日回應指出，
製發台灣居民居住證，是便利台灣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陸委會
日前提出，擬於近日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修
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強制要求持有大
陸居住證的台灣民眾須向台當局申報，否則
將受罰。另有「立委」主張持有大陸居住證
即應除籍。對此，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以
下簡稱「海基會」）副秘書長兼發言人管安
露表示，領證台商、台幹、台生希望台灣不
要歧視他們；不少台商也認為不應處罰未申
報者。

胞在大陸學習、工作、生活的一件好
事，「無論大陸為台灣同胞做什麼好
事，民進黨當局都要刻意歪曲抹黑、
限制阻撓，這是民進黨的本性決定
的。」他透露，據不完全統計，到 9
月 10 日為止，短短 10 天，已經有超
過 2.2 萬名台灣同胞申領了居住證。

海基會：服務才是本職

「這也充分說明，台灣居民居住證是
一項真正造福於民、廣受台胞歡迎的
好政策。」安峰山說。
峰山介紹，從 9 月 1 日《辦法》具體實
安施以來，各地台商、台幹、創業台

青、台師、台生等各界台胞申領十分踴躍。
有的地方還出現了「搶頭香」的現象，有些
地方也出現了台胞一家九口和兄弟兩家一起
申領的情況。
他續指，出台這項政策，旨在貫徹習近平
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本「執
政為民」的宗旨，落實「兩岸一家親」理
念，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灣同
胞做好事、辦實事，是率先與台灣同胞共享
大陸發展機遇，落實「同等待遇」邁出的重
要一步，是積極回應廣大台灣同胞的訴求，
為台灣同胞排憂解難，切實解決多年來困擾
台胞的實際困難和問題的具體措施。

廣 西
■9月1日，廣西台胞周代祥通過台灣居民居住證購買動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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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政治權利義務
他同時說明，台灣居民居住證不同於大陸
居民身份證，不涉及政治權利和義務的調
整，申領人不需要具有大陸的戶籍，也不需
要放棄台灣的戶籍。此外，完全採取自願原
則，是否申領完全由台灣同胞自己決定，沒
有任何強制要求。他再次強調，便民、利
民，讓持證台胞能享受國家和居住地提供的
三項權利、六項基本公共服務和九項便利，
享受同等待遇，就是這項政策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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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胞證並行不悖
居住證會否弱化台胞證功能？安峰山指
出，居住證是便利台胞在大陸學習工作生活
的證件，而台胞證是台灣同胞往來大陸的證
件，並行不悖。同時，他補充，居住證上承
載的由國家提供的各項權利、公共服務和便
利在大陸各省市都可享受，不會受地域影
響，由居住地提供的各項權利、公共服務和
便利在居住地外則需按各地規定處理。
此外，台當局聲稱，大陸方面通過製發居
住證，從而收集台灣居民的個人資料和指紋
信息。對此，安峰山回應指出，台灣居民居
住證內置芯片、登記指紋，主要是為了證件
的便捷使用和防止冒用。「一方面，能有效
地利用現有的居民身份證的識讀設備進行快
速核驗，使得持證的台胞能夠方便地乘坐火
車飛機、辦理旅客住宿以及金融業務，」他
說，「另一方面，也可以防範這個證件被別
有用心的人冒用，給持證的台胞權益帶來損
害。」 他指出，居住證所使用的芯片採用
的技術十分先進，可以有效地保護芯片內登
載的個人信息不會被竊取或洩露，因此也請
台灣同胞放心。

劉結一：祖國是台胞堅強後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昨日上午，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在 2018 浙
江．台灣合作周開幕致辭時表示，「31 條
惠台措施」、台灣居民居住證等舉措，廣
受台胞台企歡迎。我們為在海外遭受自然
災害和戰亂的台胞扶危濟困，祖國是廣大
台胞的堅強後盾。
國務院台辦與浙江省政府共同主辦的
2018 浙江．台灣合作周昨日上午在杭州開
幕，探討新經濟、新產業合作和創新發
展。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
一，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袁家軍，中國
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兩岸企業家峰會副
理事長江丙坤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兩岸命運密不可分
劉結一表示，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理
念」，持續推出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31 條惠台措施」、台灣居民居住

針對國台辦當天上午在例行記者會表示，
9 月 1 日開辦台灣同胞申請大陸居住證，10
天內已有 2.2 萬人申領。管安露表示，海基
會是服務機關，不會調查台灣民眾是否申辦
居住證；即使修法規定申報，也是移民署等
公權力機關執行。
此外，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對大陸居住證
態度強硬，卻兼任海基會副董事長職務。海
基會董事、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周繼
祥日前質疑邱有立場矛盾的問題。 管安露
表示，虛心接受建議，但陸委會官員兼任海
基會高層屬於慣例。

證、支持台資企業轉型升級等舉措，取得
實效，受到廣大台胞台企歡迎。我們為在
海外遭受自然災害和戰亂的台胞扶危濟
困，祖國是廣大台胞的堅強後盾。
他指出，大陸全面深化改革，經濟保持
中高速增長，發展前景長期向好，不斷釋
放利好，能切實為台胞台企提供更廣闊的
發展空間。
同時，他強調，兩岸關係好，台灣同胞
才會好，台灣才會有前途。兩岸同胞應攜
手反對「台獨」分裂活動。

迄今逾8千台企扎根浙江
統計顯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台商累計
在浙江投資設立了8,777家企業，實際利用
台資 213 億美元，約佔全省的 14%。今年
上半年新增台資項目 172 個，增長 34%。
民間及人文交流也越發頻繁，每年來浙江
探親和旅遊的台灣居民超過 100 萬人次；

青年交流豐富多彩，每年有4,000名左右台
灣青年學生來浙參訪交流。

將全面落實「76條」
合作周期間，兩岸企業將有 41 個投資簽
約，投資總額達 42.9 億美元，創下歷屆新
高。同時，還將舉辦智能製造、跨境電
商、醫療健康、金融、科技人才、文化創
意等 50 多場專題活動，進一步深入推進兩
岸經貿交流合作。
袁家軍表示，浙江堅持「共享機遇、合作
雙贏」，共享數字經濟、「互聯網+」、大
灣區、綠色農業、詩畫浙江建設等發展機
遇，推動更多台商在浙江落地一批標誌性、
引領性的好項目。同時將全面落實 76 條惠
台舉措，讓台胞台商與浙江居民的同等待遇
應享盡享，台資企業享受扶持民營企業和外
商投資企業政策的「雙靠待遇」應靠盡靠，
可以先行先試的應做盡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
灣「獨派」團體「喜樂島聯盟」日前鼓吹
「台灣公投正名」，並稱將於 10 月 20 日聚
集 10 萬民眾遊行。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
峰山回應指出，祖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不
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去，我們決不
容忍「台獨」勢力興風作浪，任何「台獨」
圖謀都不可能得逞，「台獨」只會給台灣同
胞帶來禍害。
針對賴清德日前宣稱要在明年確立政策，
推動英語成為台灣的第二「官方語言」，使
台灣成為所謂「雙語國家」的言論，安峰山
亦回應強調，民進黨當局不管搞什麼花樣，
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也阻
擋不了祖國統一的進程。

「正名公投」犧牲台胞福祉
自台中市承辦 2019 年東亞青年運動會被
取消後，體育界和多數媒體呼籲島上政客停
止 推 動 所 謂 「2020 東 京 奧 運 台 灣 正 名 公
投」，以免政治和體育全盤皆輸。然而島內
「獨派」始終一意孤行，並在 3 日將聯署書
遞交至所謂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委」處。
對此，安峰山指出，國際奧委會對台灣參加
奧運會有明確規定，「奧運模式」是國際體
育組織和兩岸體育界人士共同遵循的原則。
他強調，島內極少數「台獨」分裂勢力在
民進黨當局支持和縱容下，不顧國際奧委會
和東亞奧協的嚴正警告，一意孤行，繼續變
本加厲推動「奧運正名公投」，最終只能犧
牲台灣體育健兒的競技機會和台灣同胞的利
益福祉。

日右翼為
「慰安婦」
銅像事件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日本
「『慰安婦』之真相國民運動組織」幹事
藤井實彥日前在台南做出踢「慰安婦」銅
像動作，他所屬的組織代表加瀨英明昨日
在臉書發表聲明致歉，希望台灣民眾等相
關人士能夠諒解。
「『慰安婦』之真相國民運動組織」的
聲明表示，日前派到台灣遞交質問書給國
民黨台南市黨部的該組織幹事藤井實彥作
勢踢台灣「慰安婦」銅像的事件，被海內
外媒體廣泛報道，組織檢視了網絡上流傳
的影片等，並詢問藤井本人，進行調查。
聲明指出，藤井表示他沒踢、也無意圖
去踢「慰安婦」銅像，並說為了維護他個
人的尊嚴與名譽，他自己要檢視影片調
查。但組織認為就目前網絡上流傳的影片
看來，顯然藤井是有作勢要踢「慰安婦」
銅像的動作，不論藤井有何理由，結論就
是從客觀看來，毫無疑問的，那是一個給
人不悅、不經心且不適當的行動。

聲明表示，對於這次的事，藤井已於9月
11日主動辭去幹事一職。該組織請求台灣民
眾、日本國內支持者及其他相關人士諒解。

安峰山：檢驗人性善惡照妖鏡
另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安峰
山昨日在北京舉行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就
日本「『慰安婦』之真相國民運動組織」代
表在台南作出腳踹「慰安婦」銅像舉動一事
表示，這種跳樑小丑的舉動，當然會遭到兩
岸同胞的一致譴責和共同抵制。
安峰山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們注意
到，此事已經在島內引起了公憤。強徵
「慰安婦」是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犯下
的嚴重的反人道主義罪行。那些歪曲歷史
事實、妄圖為日本軍國主義獸行辯解，甚
至美化他們侵略罪行的行為，是在挑戰人
類的道德底線。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態
度，既是各種政治人物的試金石，也是檢
驗人性善惡的一面照妖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