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權利6服務9便利
3權利

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依法繳存提取和

使用住房公積金。

6服務

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基本公共衛

生服務、公共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和其

他法律服務。

9便利

在居住地辦理機動車登記、申領機動車駕駛

證、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申請授予職業

資格、辦理生育服務登記以及在內地（大

陸）住宿旅館，乘坐國內航班、火車等交通

運輸工具，辦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

金融服務，與內地大陸居民同等待遇購物、

購買公園及各類文體場館的門票，進行文化

娛樂、商旅消費。

申領方法
申領條件

前往內地大陸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穩

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

的港澳台居民，根據本人的意願，可持有效

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者五年期台灣

居民來往大陸的通行證，到當地公安機關申

請辦理。

申領地點

申請者可到當地公安機關申請辦理港澳台居

民居住證，9月1日前會向社會具體公佈受理

點。

辦理流程

前往受理點進行申請，校驗本人出入境證

件，提交本人居住地的住址、就業、就讀

等相關方面的證明資料。申請受理之日

起，20個工作日就能領到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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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移民局14日在馬尼拉中國城

999 商場進行居留證件和就業手續檢

查，現場查扣75人，其中中國籍73人。

中國駐菲大使館第一時間核實了解情

況，要求菲方盡快通報案情，保障被扣

中國公民合法權益。截至15日晚9時，

已有23名中國公民被釋放，其餘人員暫

被妥善安置，菲移民局將依法進行處

理。 ■中國僑網
歷 時 3

個半月的伏

季休漁期結

束，南海 8

月16日12時

起開漁，上

萬艘漁船逐

步恢復生產作業。今年海南省休漁漁船

17,279 艘，涉及漁民約 6 萬人。據了

解，因受到颱風“貝碧嘉”的影響，海

南島近海風浪較大，近海作業漁船仍需

停港避風，暫緩出海。 ■中新社
貴州省畢節市威寧自治縣石門鄉15

日晚發生里氏4.4級地震，震源深度10

千米。初步調查統計，截至16日9時40

分，地震造成石門鄉118戶485人受災害

影響，分散轉移安置382人，無人員傷

亡；道路交通、電力通訊、水利設施等

暫無受損。 ■中新社
為慶祝首個巴西“中國移民日”，

中國駐里約總領館和里約植物園15日為

“首批中國茶農抵達巴西紀念牌”舉行

了揭牌儀式，希望紀念牌讓更多人了解

和記住中巴兩國源遠流長的友誼。今年

6月，巴西總統特梅爾正式簽署法令，

將每年 8 月 15 日設立為“中國移民

日”。 ■新華社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下月起申領
享3權利6服務9便利 向內地居民看齊

新聞 速遞

中方應邀 月內赴美磋商經貿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國家再向港澳台居民派出惠民大禮包。自

今年9月1日起，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正

式實施。符合申領條件的港澳台居民，將可申請領取居住證。辦法還就港澳台

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勞動就業、上學、就醫等方面，規定了可

以享受3項權利、6項基本公共服務和9項便利的政策措施。

在16日國務院新聞辦發佈會上，公安部、

國務院港澳辦、國務院台辦負責人介紹

港澳台居民證件便利化措施。

政策舉措還將會陸續湧來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表示，今後，

便利港澳台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舉措還將陸

續湧來，有些可在粵港澳大灣區等港澳居民工

作生活較多的地方先行先試。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就港

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勞動

就業、上學、就醫等方面，規定了在內地（大

陸）享受3項權利、6項基本公共服務和9項便

利的政策措施。辦法共21條，規定了港澳台居

民居住證的申領條件、證件功能、持證人權益

等方面內容。符合申領條件的港澳台居民，根

據本人意願，可以申請領取居住證。領取居住

證後，港澳台居民即可憑居住證享受到辦法規

定的權利、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

《辦法》針對衣食住行等問題
公安部副部長侍俊表示，這次制定出台

《辦法》，是在已實行一系列惠及港澳台居民

政策基礎上，針對一些港澳台同胞反映使用來

往內地（大陸）通行證在辦理網上購票、自助

取票、旅館住宿、金融業務等不太方便的問

題，推出的又一項為港澳台居民謀福利的實實

在在的便民惠民措施，目的就是要讓港澳台居

民能夠在居住地享受到與內地（大陸）居民基

本相同的公共服務和便利。

侍俊介紹，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採用了與居

民身份證相同的技術標準製作，能夠在確保安

全的前提下，很好地滿足港澳台居民在內地

（大陸）工作、學習、生活、出行便利的需

要。目前，銀行、電信、鐵路、民航、旅店等

領域已經普遍配備了居民身份證的閱讀機具，

港澳台居民辦理居住證後，可以通過現有的居

民身份證閱讀機具進行快速核驗，方便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商務部16

日發佈消息指，應美方邀請，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

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擬於8月下旬率團訪

美，與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馬爾帕斯率領的美方代表

團就雙方各自關注的中美經貿問題進行磋商。

消息指，中方重申，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

主義做法，不接受任何單邊貿易限制措施。中方歡

迎在對等、平等、誠信的基礎上，開展對話和溝通

美方此前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陰霾未散。據報

道，美國率先於當地時間7月6日00:01（北京時間6

日12:01）起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

的進口關稅。作為反擊，中國也於同日對同等規模

的美國產品加徵25%的進口關稅。數日後，美方又

升級了戰火，於7月10日宣佈擬對另外2,000億美元

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並威脅會將稅率提高至

25%。中方則於8月3日宣佈，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

5207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20%、

10%、5%不等的關稅。

近日，美方再度宣佈，自8月23日起對約160

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25%的關稅，中方隨即發

佈對等措施。

投降日 明仁再提“深刻反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每日新聞》、《日

本時報》及共同社報道，8月15日是日本戰敗投

降73周年紀念日，當天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

首相安倍晉三及戰爭遺屬等約5,500人參加了日

本政府在東京日本武道館進行的全國戰歿者追

悼儀式。安倍晉三當天上午以自民黨總裁名義

向靖國神社獻上了“玉串料”（祭祀費），中

方敦促日方切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以

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退位前最後一次出席儀式
明仁定於明年4月30日退位，這是明仁天

皇退位前最後一次出席戰敗日紀念儀式。

明仁回顧了戰後73年來，國家的經濟發展

以及現在的和平繁榮，他繼續強調要深刻反省

戰爭，意在提醒日本社會要珍惜和平，並希望

將深刻反省戰爭的姿態保持下去。這也是84歲

高齡的明仁連續第四年表示對戰爭的“深刻反

省”。據悉，近30年來，明仁與皇后參訪了諸

多戰後遺蹟，多次表達了對持續和平的願景。

此次安倍在致辭上表達了哀悼之意，稱

“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今日的和平與繁榮建

立在戰歿者的寶貴犧牲之上”。他同時表示，

“不會再次重複戰爭的慘禍。我們將謙虛地面

對歷史，始終貫徹這一誓言”。

日本歷史學家山田朗指出，安倍的講話就

戰爭歷史的表述偏“中性”，而僅表示“不讓

戰爭慘禍重演，將謙虛面對歷史。”，意味着

不向亞洲各國道歉的首相致辭逐漸成為慣例。

中方敦促日反省侵略歷史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留意到安倍

向靖國神社捐獻，及部分日本國會議員到神社

參拜，中方堅決反對這些錯誤做法，敦促日方

切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並以實際行動

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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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煙台被困

“和航興龍”號客船16日早上在施救船的牽引

下平穩脫離養殖區，並恢復動力，駛向長島港；

284名乘客和船員受困一日一夜後，安全脫險。

15日9時許，煙台長島祥隆水運有限公司

所屬滾裝客船“和航興龍”輪在煙台大欽島靠

泊碼頭時突遇強對流天氣，大風伴雨嚴重影響

航行視線，船隻被風浪壓進距碼頭約200米的

養殖區，船舶推進器被養殖架纏住失去動力。

接報險情後，山東省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啟動

應急預案，協調專業救助船搭載5名潛水員前往

救助，並協調專業救助直升機作好待命準備。救

援現場情況複雜，船舶螺旋槳被纏死，船舶拖帶

困難，且風力達到8級，水下作業難度大。

16日清晨5時20分，救援指揮部抓住現場

風力湧浪減弱、氣象條件具備的有利時機實施救

助，組織8艘漁船對現場養殖設施進行清除，選

派4名潛水員對“和航興龍”輪推進器纏繞物進

行水下清理。當日6時32分，在施救船的牽引

下，“和航興龍”輪平穩脫離養殖區，並恢復動

力，駛向長島港，284名乘客和船員安全脫險。

中中 美美 貿 易 戰貿 易 戰

中國首艘自造極地科考破冰船雄姿初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近日在江

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船塢看到，中國第

一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雪龍2”

號，目前已完成全部主船體的結構合攏，雄姿初

現。

據江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極地科學考

察破冰船總工藝師趙振華介紹，“雪龍2”號是以極

地水域科學考察為首要任務，兼具一定的極地考察站

後勤物資運輸能力的“綠色”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

船舶採用雙向破冰設計，同時擁有智能船體、智能機

艙、智能實驗室。船上安裝全回轉電力推進系統、配

備DP-2動力定位系統、月池系統、各頻段聲學探測

等各種先進設備。船舶建造工藝複雜，採取分段製

造、總體拼裝的建造方法。

全船貫通 明年上半年交付
江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極地科學考

察破冰船總建造師陳建新表示，“雪龍2”號的建

造共分為11個總段、114個分段。目前已在船塢內

完成了所有船體總段合攏工作，達到全船貫通狀

態。

接下來，將完成全回轉推進吊艙和科考操控

支撐系統相關特種設備搭載的安裝工作，並於下水

前完成冰區油漆塗裝。船舶下水之後，還將進行冰

區防寒設計系統安裝、科考絞車係統安裝以及動力

系統電纜敷設等工作。在所有設備/系統安裝完成

後，逐步開展繫泊試驗，包括主發電機動車等工

作。計劃2019年上半年交付給中國極地研究中

心。

中國自1984年開展首次南極科學考察以來，

先後使用過5艘船舶奔赴極地承擔物資運輸和科學

考察任務，分別是：“向陽紅10”號、“J121”

號、“海洋四號”、“極地”號和“雪龍”號。

今後，中國的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將會形成

“雪龍”系列。“雪龍2”號是中國第一艘中外聯

合設計、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祝四孜老人
15日去世，終年98歲。目前登記
在冊的倖存者不足百人。

祝四孜出生於1920年6月，家
住浦口區珠江鎮西門外的朱莊村。
1937年南京城破之際，祝四孜家中
8間瓦房全被燒毀，她和家人躲在
黑暗的地洞裡才逃過一劫。

■文：新華社、中新社/
圖：網上圖片

98歲“活證人”去世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措施很有突破性，回

應了在內地的香港居民長期以來的訴

求，她對此代表港人向中央表示感

謝。她形容，今次措施的優勝之處是

“全覆蓋”，相信會受很多港人歡

迎。

林鄭月娥說，去年7月1日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香港提到，要求各部委出

台便利港人在內地措施，一年間取得

很大成效，展示習近平對港人的關

懷，亦相信對往後推動大灣區是非常

好的契機。

《辦法》的出台回應了香港市民

的需要，為長期在內地學習、就業、

生活的香港居民提供便利，亦給予他

們更多參與國家發展的機會，包括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充分體現了習近平

主席一再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

展理念，以及中央對香港同胞的關

懷。

林鄭月娥指，廣東省常住的港人

有52萬，在內地各城市讀書的港人學

生有15,000人或更多，符合條例都可

申領居住證，特區政府會做好宣傳推

廣工作，包括聯繫商會、社團等，特

區政府在內地的5個辦事處，包括北

京、上海、成都等，亦會接觸當地港

人組織，告知他們可以申請，同時提

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國務院台

辦副主任龍明彪表示，制發台灣居民居住證，

是便利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工作、生活的一

件大事。出台這項措施的首要考慮，就是積極

回應常住大陸台灣同胞的訴求，解決台灣同胞

在大陸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同時也是推進

落實“同等待遇”的重要一步。

談及為何不直接將台胞證“升級”為居住

證的問題，龍明彪說，有很多台灣同胞提出將

8位號碼的台胞證直接升級為18位身份證號碼

的解決方案。但實際上，由於這兩種證件的技

術標準不同，單純改變台胞證號碼位數，無法

解決不被識別的問題。因此，採用制發新證件

的方式，而不是升級原有的台胞證號碼位數，

完全是技術原因。

龍明彪說，在近年來的調研當中，台灣同

胞普遍反映，台胞證在大陸的社會公共服務系

統得不到普遍便利的使用。制發台灣居民居住

證是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它可以與大陸的社

會公共服務系統普遍兼容，使用起來十分方

便，從而徹底解決多年來困擾台胞的一個大問

題。

落實台胞“同等待遇”重要一步

■中國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
“雪龍2”號，已完成主船體結構合攏，計劃
2019年上半年交付。圖為效果圖。 網上圖片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港澳台居民居住證99月月11日起申日起申
領領,,相關政策覆蓋社會保險相關政策覆蓋社會保險、、勞動就勞動就
業業、、上學上學、、就醫等方面就醫等方面。。圖為台胞在圖為台胞在
福州機場邊檢辦理入境福州機場邊檢辦理入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繼自助購票後繼自助購票後，，港人憑回鄉證或護照註港人憑回鄉證或護照註
冊冊““刷手機刷手機””進站進站，，圖為廣州東站圖為廣州東站““港澳港澳
台自助購票台自助購票””設備設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