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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改革惠及億萬民生。對於「村改居」
的老百姓來說，戶籍制度改革的紅利開始顯
現。唐山市友誼街道太平莊村於2017年完成
「村委會改居委會」，成立了股份經濟合作
社——太平莊股份經濟合作社有限公司。
「如果不是『村改居』，我們享受不了城裡
人的待遇。」太平莊股份經濟合作社董事長
張桂明介紹，目前太平莊共有股民328人，
其中178人正在享受養老保險的待遇。「以
前村裡沒有養老保險，人老了就是家庭的負

擔。現在可就不得了，村裡夠歲數的老人有
了養老保險，少的能拿到1,000元出頭兒，
多的能拿1,800多元呢。」張桂明說。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發放居

住證7,800餘萬張。從3年多的實踐看，居住
證的「含金量」逐步提高。以住房保障為
例，據上海、深圳、福州、蘇州4個城市統
計，通過納入公租房保障範疇，為居住證持
證人年均節約費用2,500元左右。
深圳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說，以居住證

為載體的城鎮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基
本建立，讓更多流動人口在他鄉「留得
住、過得好」，進一步提升了流動人口的
幸福感和獲得感，有力地促進他們盡快融
入當地社會。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反映了自

古以來中國人作客他鄉的心情。如今的中國
大地，越來越多的人從「他鄉異客」變身
「新市民」，開啟了「此心安處是吾鄉」的
全新生活。

■■從暫住證到居住證從暫住證到居住證，，是公民自由居住權利的是公民自由居住權利的
體現體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萬元=10萬元，這是生意人劉建雄算的一筆「教育投資賬」。3年前，劉建雄從福建寧
德來到廣州做茶葉生意，在荔灣區石圍塘街道
的南方茶葉市場經營一家茶葉檔。眼瞅着女兒
快到了讀小學的年紀，辦居住證列上了夫妻倆
的日程表。如果沒有居住證，他的女兒只能上
私立學校，每學期學費、餐費、保險費等加一
起近8,000元，6年就是近10萬元；而有了居住
證，他每學期可省去6,000多元的學費，6年下
來只用交不到2萬元。8月27日，劉建雄約房
東一起來到石圍塘街道來穗人員和出租屋服務
管理中心辦證。手續之簡單超出意料：房東先
提交材料確認雙方租賃關係，劉建雄出示夫妻
身份證，再現場填寫一張居住證申領表，不到
20分鐘即拿到了回執單。「別小看這張證，裡
外裡就能為我們一家省下8萬塊錢。」劉建雄
笑着說，這是摸得着的實惠。

簡化辦證程序 實惠百姓生活
好處還不止於此。石圍塘街道政務服務中

心主任鮑柳紅介紹說，有了居住證，劉建雄一
家就可以申請公租房，又能省下一筆錢；未來
想落戶，也可以開始積分……鮑柳紅說，現
在廣州還開通了在線辦理通道，「群眾只需要
在手機上動動指尖在線申報，街道出租屋服務

管理員會上門核實、網上審批、送證上門，只
需10個工作日即可，非常方便。」如此便利
的辦證過程，放在過去多年之前，許多像劉建
雄一樣的外地人想都不敢想。那時，即便費錢
費時辦下的證，還帶着一個「暫」字。
「漂泊異鄉」，曾是41歲的楊順生用了14年

的網名。2001年，從廣西柳州來深圳龍崗打工
的楊順生，成為一家電腦廠的作業員。跑了幾
趟派出所，他拿到了人生第一張暫住證。「那
時老婆從老家過來看我，由於沒有暫住證，我
們都不敢出門。」在楊順生看來，當時的暫住
證相當於一張出門的「護身符」，「有了暫住
證，就不用提心吊膽地上街。」2003年，楊順
生換了工作，月收入從千餘元漲到了4,000多
元。收入變了，但暫住的身份依然沒變。

「暫住」變「居住」他鄉變故鄉
得益於深圳市在全國率先啟動的居住證制

度改革，楊順生前幾年終於拿到了夢寐以求的
居住證。「暫」改「居」，一字之差，帶給楊
順生實實在在的獲得感。這幾年，孩子讀公立
學校沒有花一分錢，他還搖號購買了小轎車。
如今，他把網名改成了「心繫家鄉」。從「暫
住證」到「居住證」，是楊順生這一代進城務
工人員走過的路。

深化戶籍改革成為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
首要突破口——2014年7月，《關於進一步推
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印發，全面拉開戶籍
制度改革的大幕；2016年1月1日，《居住證

暫行條例》施行；2016年9月，《推動1億非
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印發……拿着一
張張嶄新的居住證，每年超過千萬的農村人口
落戶城鎮，找到溫暖歸宿。

■2014年，首批30名來津人員領到天津居住證，暫住證退出歷史舞台。 資料圖片

改革開放以來，億萬民眾從農村湧進城鎮，成為推動城鎮化進程的一分子。然而，由於「作客異鄉」的

身份，讓他們遭遇「同城不同待遇」的窘境。「要堅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引

領，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注

重環境宜居和歷史文脈傳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

高度重視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強調「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指出「推進城鎮化的首要任務

是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 ■新華社

關心的百姓身邊事
總書記

戶籍制度改革惠億萬百姓

美調查揭蔡英文博士論文造假
LSE畢業證書亦是補發 台大教授斥欺騙台灣社會35年

5G將進台北故宮
推動虛實體驗

針對蔡英文 LSE 博士論文遭質疑造
假，蔡英文日前在網絡影片中，秀出

LSE畢業證書。不過，證書並非1984年的
原始證書，而是校長史密斯（Adrian
Smith）在2012年至2018年補發，遭人質
疑真實性。此外LSE無法查到蔡的博士論
文，對此蔡雖然已將畢業論文副本寄到學
校圖書館，不過，外界仍強烈質疑蔡英文
博士學位的真實性。

促蔡拿出論文正本
29日，賀德芬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召開

記者會。她指出，根據美籍學者林環牆進
行的「獨立調查報告」，她合理懷疑蔡英
文寄到LSE的論文僅是口試用初稿，而不
是必須送交校方圖書館典藏的最後定稿論

文。她痛批蔡英文一直沒有把論文拿出來
給台灣人民看，只要蔡英文敢把論文正本
拿出來就可以解釋這一切。
賀德芬還表示，跟蔡英文同年畢業的

107位學生中，除了一位因為她不知道的
原因被撤銷論文外，其餘106位都有論文
文本在圖書館，只有蔡英文沒有。而系統
目錄也被限制，無法搜尋到蔡英文的論
文。LSE也回覆沒有收過蔡英文的論文，
所以合理懷疑現在能在LSE圖書館找到的

文本根本不是所謂的博士論文。

轟蔡「根本是刑事犯」
除了論文外，賀德芬又指出，蔡英文拿

的那張學位證書是補發的，非1984年的版
本，而且是由2012年副校長簽的字。但根
據相關規定，補發的證書必須與當年一
樣，包含日期、校長的簽名等等。所以她
認為，蔡英文那張學位證明書應該是假
的，炮轟蔡英文騙了台灣人35年、踐踏學

術尊嚴、根本就是刑事犯。
不過，針對賀德芬召開記者會指控「蔡英

文並沒有在35年前的1984年取得倫敦政經
學院法學博士學位」，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
張惇涵隨後亦召開記者會，並出示英國倫敦
政經學院補發給蔡英文的畢業證書，聲稱印
有官方鋼印的畢業證書「不可能是假的」。
並揚言，既然過去這段時間都無法阻止類似
抹黑，「我們只好在法律上解決，我們會提
起告訴」，由司法捍衛蔡英文的合法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金門縣
與福建廈門市29日在重慶舉行旅遊推介
會，期冀進一步拓展金門在大陸旅遊客源
市場，提升「來廈門．遊金門」旅遊品牌
知名度。
自2018年以來，金門旅遊推介已先後走
進山東、福建、廣東、四川等全國多個省
份，進行系列旅遊推廣營銷活動。金門希
望通過主動對接旅遊強省，加強與重點客

源地區域旅遊合作。本次推介是2019年金
門首次在大陸舉行的旅遊推廣營銷活動。

重慶市民享提前辦理
旅遊推介團由金門縣政府觀光處、廈門

市文化和旅遊局及兩地相關企業和機構組
成。推介團還結合閩台兩地旅遊特色根據
客源市場需求，發佈了「秘境金門」十大
精品旅遊線路。

金門位於福建東南方，距離廈門18海
里，從廈門搭乘客輪一小時內即可直達金
門島。金門縣政府交通旅遊局局長丁健剛
在旅遊推介會上說，依託「大陸地區人民
赴金馬澎旅遊可申請臨時入境停留」等兩
岸通行政策，重慶市民可提前辦理台灣通
行證及簽注，先直達廈門，後隨團到廈門
五通碼頭乘坐「小三通」客輪赴金門觀
光。

在推介會上，金門縣旅行商業同業公
會、廈門市觀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與重
慶長江國際旅遊有限公司簽訂了客源輸送
戰略合作協議。簽約旅遊企業將共拓旅遊
客源市場，助力金門及重慶旅遊品牌互
推、客源互送，打造兩地「旅遊黃金通
道」。
推介團稱，此次金門旅遊專場推介會，將
進一步拉近兩地民眾距離，加深兩地民眾相
互了解，加強兩地旅行社合作交流，互送客
源，共謀發展。未來將進一步完善兩地旅遊
合作機制、夯實雙向交流基礎，讓更多人了
解金門、走進金門、愛上金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大學法律系名譽教授賀德芬29日

召開記者會，發表由美國北卡羅來

納大學經濟系主任林環牆進行的

「獨立調查報告」，直指蔡英文根

本沒有在1984年取得倫敦政經學院

（LSE）的博士學位，質疑蔡英文博

士論文造假，欺騙台灣社會35年。

■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賀德芬質疑蔡英文博士論文造
假，欺騙台灣社會35年。 網上圖片 ■LSE補發的畢業證書。 網上圖片

廈金攜手赴渝拓旅遊客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北故
宮博物院29日與台灣中華電信簽訂合作
備忘錄，雙方將展開合作，通過引進5G
技術，共同打造智慧博物館，帶給觀眾全
新的參觀體驗。
中華電信表示，將通過5G技術開發出

互動導覽服務，當觀眾戴着智能眼鏡觀賞
時，若其眼光駐留在一文物上，有關該文
物的背景故事就會圖文並茂地彈跳出來，
帶來不同的參觀體驗。
據介紹，台北故宮博物院近期將在特定展
區佈建5G信號，並應用5G擴增實境導覽，
提供虛實整合的互動服務，預計11月觀眾就
能享受到全新的博物館觀賞體驗。未來該院
還將陸續加深擴展5G應用，以推動展覽場
館革新、建立文化科技示範應用，應用層面
將延伸至8K影像傳播、物聯網等。

國
防
部
：
美
對
台
售
武
後
果
由
美
方
承
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
京報道）美國國務院日前正式宣
佈，批准對台出售價值80億美元
的 66架 F-16V戰鬥機的軍售方
案。對此，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
國強29日表示，美售台武器，絲
毫改變不了中國必然統一的歷史
大勢，絲毫改變不了兩岸軍力對
比的態勢，只會向島內「台獨」
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反而將台海
局勢推入危險的境地。
任國強表示，「一個中國」原

則是中美關係中的政治基礎。但是
遺憾的是，美國一再違反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毫
無國際信譽，毫無公理道義。他再
次重申，我們有堅定的意識、充分
的信心和足夠的實力，挫敗任何形
式的外部勢力干擾和「台獨」分裂
行徑。我們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維護自身利益，堅定捍衛國家的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堅定維護台海
地區的和平穩定。
任國強強調，美售台武器產生的

一切後果由美方承擔。他說，任何
分裂中國的圖謀都不可能得逞，任
何對中國軍隊決心意志的低估都極
其危險。中方要求美方充分認識到
美售台武器的嚴重危害性，認清形
勢，立即撤銷上述對台軍售計劃，
立即停止美台軍事聯繫，以免給中
美兩國兩軍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
成更大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