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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台多項利好政策 港澳生獎學金加碼

中央今年出台多項政策
便利港澳同胞內地發展

港人內地就業 享住房公積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18 日公

教育部要求為有就業意願且符合條件的港
澳畢業生發放《就業協議書》，簽發《全國
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畢業生就業報到證》
或《全國畢業研究生就業報到證》
中國鐵路總公司已在北京、上海、江

■中央政府今年出台了
多項便利港澳同胞在內
地發展的新政策。圖為
北京街景。

佈新一批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根據新政策，在內
地就業的港澳同胞，均可按照內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和相關政策的
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繳存比例、辦理流程等實行與內地繳存

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南、廣東等
地港澳同胞購、取票流量較大的火車站
設置了可識讀回鄉證的自動售取票設備

職工一致的政策規定。同時，新政策還增加了港澳學生的獎學金名額，且

國家旅遊局要求旅遊住宿企業不得以任

大幅提高獎學金獎勵標準，最高每生每學年獎學金達 3 萬元（人民幣，下

何非正常理由，對港澳同胞辦理入住設

同）。另外，國家社科基金各類項目也向在內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港

置障礙，為港澳同胞在內地旅遊提供更

澳研究人員開放。

加優質便利的住宿服務

7 月 1 日出席慶祝香港
習近平主席今年
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時發表重要講話，
表示中央有關部門將積極研究出台便利香
港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
施。中共十九大報告也提出，要制定完善
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

返港工作可取戶口餘額
今年 8 月，國務院港澳辦集中公佈了
一批中央各部門出台的便利港澳同胞在內
地學習、就業、生活的政策措施。下半年
以來，在中央各部門的努力推進下，這一
工作又有新的進展。
近日，住建部等 5 部門聯合印發《關
於在內地(大陸)就業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
公積金待遇有關問題的意見》（下稱“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19 日順利誕生。在當選的 36 名港區人
代中，25 人為順利連任的現屆港區人
代，11 人為“新血”，涵蓋了香港工
商金融界、專業、基層、政界等各個
界別的精英，顯示出更年輕、專業、
更具社會影響力的鮮明特點。

新港區人代誕生

36

住建部等5部門明確提出，在內地就業的港

見”）明確，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同胞，均
可按照內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和相
關政策的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繳存基
數、繳存比例、辦理流程等實行與內地繳
存職工一致的政策規定。
已繳存住房公積金的港澳同胞，與內
地繳存職工同等享有提取個人住房公積
金、申請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等權
利。在內地跨城市就業的，可以辦理住房
公積金異地轉接手續。與用人單位解除或
終止勞動（聘用）關係並返回港澳的，可
以按照相關規定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賬戶
餘額。
“意見”要求內地各地住房公積金中
心出台具體實施辦法，細化政策規定。要
簡化辦理要件，縮短業務流程，完善服務
手段，為港澳同胞提供高效、便捷的住房
公積金服務；要切實抓好政策落實工作，

王晨寄語履職盡責作積極貢獻

香港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代選舉
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於 19 日晨 9 時在
香港舉行，投票選舉新一屆港區人
代。會議由選舉會議主席團常務主
席、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
持。共有 1,796 名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
選舉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
出36名香港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
長王晨 19 日在選舉後發表講話，寄語
新一屆港區全國人代秉承愛國愛港的
光榮傳統，擁護並模範地遵守憲法、
香港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認真履職盡責，不辱使命、不負
眾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例》和相關政策的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
支持更多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台同胞通過繳
存使用住房公積金實現安居。

獎學金最高三萬人民幣
另據財政部、教育部日前聯合印發的
新版《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
規定，要保證獲獎學生比例不低於 30%，
獎學金名額增加後達每年 6,170 名，參照內
地學生獎學金政策體系增設“特等獎”，
並大幅提高獎學金獎勵標準。每個學歷層
次獎學金均設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
三等獎 4 個級別，每生每學年獎學金分別
為：本專科生 8,000 元、6,000 元、5,000

元 、 4,000 元 ， 碩 士 研 究 生 20,000 元 、
10,000 元、7,000 元、5,000 元，博士研究
生 30,000 元、15,000 元、10,000 元、7,000
元。
此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決定參照
內地居民待遇，向在內地高校和科研院
所工作的港澳研究人員開放國家社科基
金各類項目申報。據悉，國家社科基金
申報範圍包括重大項目、年度項目、青
年項目、後期資助項目、中華學術外譯
項目、西部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
果 文 庫 等 項 目 類 別 ， 涵 蓋 26 個 一 級 學
科。

澳門慶祝特區成立 18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及澳門電
台報道，12 月 20 日為澳門特區成立紀
念日，特區政府當日舉行升旗儀式，
多個政府部門亦舉辦不同慶祝活動熱
烈慶祝特區成立 18 周年，與全澳居民
和旅客歡度節慶。

金蓮花廣場隆重升旗
當日上午 8 時正，特區政府在金
蓮花廣場舉行隆重升旗儀式，澳門行
政長官崔世安及政府主要官員、中央
駐澳機構負責人、多名社會人士出
席，不少市民及旅客觀禮。

有市民專程帶 6 歲的女兒到場，
教育女兒認識內地和澳門的關係，以
及了解國旗、國歌和澳門特區區旗。
有到場觀看升旗禮的旅客稱希望親身
參與澳門慶回歸的活動，認為歡樂氣
氛濃厚。市民李先生認為，澳門回歸
以來經濟發展，但過程中出現不少問
題，尤其要改善住屋和交通，希望政
府進一步改善民生。

精彩活動與民同歡慶
當日上午，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舉行慶祝特區成立18周年酒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多名香港小
學三四年級學生組成的奧數隊伍，早前於
“2017 馬來西亞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勇奪1
金、1 銀、2 銅，以及小學中級組隊際季軍的佳
績，為港爭光。
馬來西亞國際奧數賽在上月底舉行，來自
澳洲、保加利亞、哈薩克斯坦、新加坡、越
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內地、香港等
10多個國家及地區逾1,200人參加。
賽事以個人賽和團體賽方式進行，由香港
數學奧林匹克學校校長梁瑞萍率領的4 名香港小
三、小四學生成功回答多道接近中學數學水平
的難題，取得隊際季軍驕人成績。
此外，喇沙小學四年級生麥浚軒獲得個人
金獎、耀中國際學校小三生陳博瀚獲銀獎、聖
公會聖彼得小學小三生郝智榮及天神嘉諾撒學
校小三生則各獲銅獎。
除考慮自己數學能力外，參賽同學亦有機
會與其他地區選手交流切磋，擴闊視野。

金管理辦法》，保證獲獎學生比例不低於
30%，獎學金名額增加後達每年 6,170
名，並大幅提高獎學金獎勵標準，最高
每生每學年獎學金達3萬元
國家社科基金決定參照內地居民待遇，
向在內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港澳研
究人員開放國家社科基金各類項目申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整理

■澳門特區政府舉行升旗
儀式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18
周年
新華社

多個政府部門亦舉辦不同慶祝
活動，其中郵電局於 20 日上午 9 時
至下午 5 時 30 分在郵政總局集郵商
店設置臨時櫃台，為市民提供加蓋
“澳門特區成立 18 周年紀念”紀念
郵戳服務，並出售紀念封。旅遊局
則於晚上 9 時在旅遊塔對開海面舉行
煙花表演，為節慶增添熱鬧氣氛。
此外，民政總署舉辦“金丘探秘──
冬季花卉展”，展出金黃色或以
“金”字為名的花卉，打造起伏連綿
的金黃色花海，與市民一同慶祝澳門
特區成立18周年。

授勛名單公布 菲外僱救人獲獎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澳門特區政府 19 日公佈本年
度授勛名單，表揚他們在個人成
就、社會貢獻或服務澳門特區方
面的傑出表現。共有 42 名個人、
社會團體、政府部門、組織、公
司等獲嘉許。授勛儀式，將於
2018年1月中旬舉行。
根據名單，前澳門海關關長徐
禮恒獲金蓮花榮譽勛章；註冊核數
師、澳門國際創價學會理事長李萊
德，以及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黃國
勝獲得銀蓮花榮譽勛章。

海關潛水隊、治安警特別巡
邏組、消防特勤救援隊、衛生局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獲英勇獎章，
以表揚他們在“天鴿”風災期間
的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專業與犧
牲奉獻精神。
獲獎名單中，還有一名來自
菲律賓的外僱洛雷托，他獲得特
區政府頒發榮譽獎狀。洛雷托任
職澳門某酒店，他在台風“天
鴿”襲澳期間，雖然不諳水性，
仍奮不顧身落水救人，救起 1 對
老年夫妻和1名男子。

■ 澳門日前舉行國際幻彩大巡遊，
揭開喜迎回歸祖國 18 周年活動序
幕。
新華社

■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舉行慶祝特區成立18周年酒會。全國政協
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
辦公室主任鄭曉松，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葉大波，解放
軍駐澳部隊司令員王文、政治委員周吳剛及社會各界來賓700多
人出席了當天的酒會。
中新社

“蘇屋三寶”明年重現江湖
■奧數學校香港代表隊與領隊梁瑞萍合照。
受訪者供圖

教育部等發佈新版《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香港蘇屋邨將於明年中完成重建，
在第三季入伙，提供近 7,000 個單
位，可供約 1.9 萬人居住。香港房屋
署在重建的同時保留舊屋邨特色，
不僅沿用舊邨的樓宇名稱，更保育
了“蘇屋三寶”，包括燕子亭、火
水屋及大門牌。

沿用舊邨樓名 採“微氣候”設計
蘇屋邨在 1960 年至 1963 年陸
續落成，當年曾被譽為遠東規模
最大的地區性住宅計劃。直到
2012 年 11 月，房屋署展開蘇屋邨
重建，14 座樓宇全部入伙後，可
提 供 6,985 單 位 ， 可 供 約 1.9 萬 人
居住。
房屋署副署長馮宜萱表示，蘇
屋邨依山重建，在規劃上採用了
“微氣候”設計，保留了通風廊，
有利通風和採光，為居民提供舒適
的生活環境，並採用“小區”特
色，沿用舊邨的樓宇名稱，同時會
保留部分舊邨的建築物，包括“蘇
屋三寶”和 1961 年英國王室雅麗珊
郡主訪港時於蘇屋邨栽種的魚木
樹。

“蘇屋三寶”之一的“燕子
亭”，以前是蘇屋邨居民納涼的地
方，在獨特的弧形天花上畫有蘇屋
邨的壁畫，房屋署特地找來上世紀
80 年代負責繪畫壁畫、現年 70 歲的
畫師麥榮為天花壁畫重新上色。
另一寶是俗稱“白屋仔”的火
水屋，早年用於存放及售賣火水，
後來曾用作童軍室，房屋署在重建
後，為“白屋仔”重新髹上油漆復
修，預料明年第二期完工後，會按
市值出租，用作餐飲或零售用途。
至 於 第 三 寶 ， 即 黑 底 金 漆 的 ■蘇屋邨將於明年中完成重建，提供近 7,000 個單
“蘇屋邨”大門牌，亦會在二期完 位，可供約1.9萬人居住。
工後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燕 子 亭

白 屋 仔

港府提供基建 公私拓千頃地

國際奧數賽
港童連奪金銀銅

澳同胞，均可按照內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香
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19 日舉行第六次
會議，討論“利用私人發展商的土地儲
備”及“發展鄉村式發展用地”的發展
選項。小組主席黃遠輝會後表示，香港
私人發展商大致擁有不少於 1,000 公頃
土地，建議利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由政
府提供基建，如社區設施及交通，再要
求發展商承諾興建若干比例的資助房屋
單位，如“港人首置上車盤”或居屋單
位等，令基建物有所值。
黃遠輝表示，政府若能善用有關
土地，對短中期房屋供應有正面影
響，但不傾向政府在補地價方面提供
誘因，建議考慮透過新模式，如由政
府提供社區設施及交通等基建，吸引
發展商合作。

政府投資基建 發展商起樓

他解釋，現時私人發展商一直透
過向城規會提出規劃申請，希望提升
其新界土地的發展潛力，但改劃申請
未必成功，主因是土地用途不協調及
基礎設施容量不足。他建議，政府可
考慮選取較大範圍的地區，由政府投資
基建項目，發展商則需承諾在其私人土
地上興建一定比例的可負擔房屋，便能
平衡發展商及政府的利益。黃遠輝強
調，在選擇這些土地發展時，政府亦需
制定完善、公平、公開、透明的機制，
讓公眾知道挑選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