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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台胞“点赞”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居住证来了，我们百分百欢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终于等来了居住证，这几天我的亲
朋好友都在讨论这件事，我们台胞百分
之百欢迎这个好政策。”得知《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9 月 1 日正式实
施，台湾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大陆居民基
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和便利，73 岁高龄、
在大陆做生意已有 37 年的台胞张国扬
高兴地对记者说。

广东是台商台胞在大陆主要的集聚
地区之一，目前在粤常住的台商台胞大约
20万人，在粤台湾学生约1.2万人。记者
采访多位在粤台胞了解到，台胞们认为居
住证将为自己在广东的学习、创业、就业、

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居住证带来的便利没有人比我体会

更深。”1981年进入大陆在制鞋行业打拼
至今，友泰鞋业公司董事长张国扬一直有
感于“台胞”身份的不便。“初来大陆时还
没有台胞证，我用的是国外护照，那时台
胞很少，谈生意吃个饭都会被人‘围观’。
后来有了台胞证，随着大陆的台胞越来越
多，政府逐渐在台胞证上叠加了多种功
能，提供了很多便利。但台胞证毕竟与大
陆居民身份证不同，我们在住宿、旅行、创
业等方面仍有诸多不便。”

张国扬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差旅住宿

和交通不便。近年来，张国扬的友泰鞋业
走上了自主品牌、拓展内销的道路，张国
扬常常要带着员工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展
会和专卖店为自创的 Henkee 品牌做推
广。“好多次，我们订好了展馆附近的连锁
酒店，入住时却不认台胞证，我只好一个
人住到远处的酒店。有了居住证，住宿难
题就迎刃而解了。出行方面同样如此，以
前坐火车看到大陆居民用身份证买票、自
主取票、自动过检，我们拿着台胞证只能
去排长队。用上居住证后，我们也能享受
同样的便利了。”张国扬说。

另一方面是创业、置业的诸多不便。

张国扬告诉记者，过去台胞来大陆做生
意，购买物业、开公司等无法用个人的身
份，只好用朋友、员工的身份买房子、注册
公司法人，时间长了难免产生纠纷。“现在
有了居住证，台胞来大陆创业就可以独立
注册自己的公司、独立购买物业，在营商
方面有了自主性，相信会大大提高台胞扎
根大陆创业发展的积极性。”张国扬说。

不仅张国扬这样的“老台胞”，许多年
轻台胞也纷纷表示对居住证新政感到惊
喜。“我周边朋友都在了解居住证办理的
资格和办法，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去办理了
居住证。”在东莞市伟光集团任业务经理
的简凯平告诉记者，过去使用台胞证，对
这些喜爱时尚消费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
影响是不能实现便捷支付，今后可以和大
陆年轻人一样用微信、支付宝了。同时，
居住证为他们提供了参加社会保险、缴存
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权利，这也有助
于减轻台湾年轻人在大陆生活的压力，提
升他们在大陆发展的信心。

事实上，近年来广东省秉持“两岸
一家亲”理念，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台胞
台企的优惠政策。近日，广东省政府发
布了“粤台 48 条”，回应台胞的普遍诉
求，为台商台胞在粤创业及工作生活送
上了多项政策“礼包”，其中关于“逐步
为台湾同胞在粤投资、创业、就业、学习
和生活提供与广东企业、居民同等待
遇”成为台胞最关心也是点赞最多的内
容。“期待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各项政
策可以早日落到实处，让台胞分享更
多大陆发展机遇和红利，促进两岸经
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东莞市台商
协会会长蔡俊宏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
发放办法》（简称 《办法》）的出台和台湾居民居住证
制度的实施是“两岸一家亲”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
一项重要举措，是积极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也
是大陆把同等待遇逐一落到实处的突出体现。

张冠华表示，从今年年初公布的“31 条惠台措
施”，到不久前取消就业许可，再到 《办法》 的出台
和实施，可以看出这些关系台湾同胞切身利益的政策
在逐步细化，而且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这些
越来越实在的政策举措，为台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
祉，为他们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创造了更
加便利、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台胞证8位码，大陆身份证是18位码，我认识
的很多台胞台商都曾反映，在处处都实名制的大陆存
在诸多不便。”张冠华指出，台湾居民居住证具备了
台胞证目前无法实现的很多功能，它采用了居民身份
证制作技术标准，无论是办理网上购票、自助取票、
旅馆住宿，还是办理金融业务，居住证彻底解决了台
胞证与大陆社会公共服务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办法》中除了规定居住证持有人在大陆出行、居
住等方面可享受便利措施外，也规定了在居住地可享受
的权利和基本公共服务。张冠华表示，这些具体规定，
与逐步落实的“31条惠台措施”相辅相成，为台湾同
胞在大陆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将进一步增强台
湾同胞的获得感，更好地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针对日前台湾陆委会认为“申请居住证需提交个
人指纹信息是大陆以此加强对个人信息的收集监控”
这一说法，张冠华指出，这一说法是恶意歪曲事实。
他说，台湾居民居住证登载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
期、居住地址、公民身份号码、指纹信息等在内的个
人信息，属于人员基本信息提取，从信息化角度来
看，采集指纹是一种通例。“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制发
是为生活、工作、学习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提供便利、
落实同等待遇，也是增强‘一家亲’理念认同感的利
好举措，绝不容恶意歪曲。”张冠华说。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

出台《办法》是积极践行

“ 两 岸 一 家 亲 ”理 念
本报记者 朱 琳

这个9月对于在大陆学习、工作了16
年之久的台胞陈柏叡来讲，是十分值得期
待的。从得知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于 9
月1日起实施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关注
着居住证的最新消息。陈柏叡是福州市
皮肤病防治院的一名医生，在大陆居住
已有 16 年，他与大陆籍女朋友组成了家
庭，还成了一位皮肤病领域的顶尖专
家。记者采访他的当天，他正要去领取
福州市颁发的五四青年奖章。

“居住证是我们在大陆台胞等待已久
的一件大事，我们太需要了。”陈柏叡表
示，自己在大陆工作，但由于台胞证的诸
多限制，很多考试没有办法参加，甚至连
医师执业资格都难以注册。

有了居住证以后，陈柏叡期待着享受
到与大陆居民同等的办事待遇。同时，他

也希望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能够畅通
无阻地注册、使用各大 APP，“这样会更
有利于我融入大陆的生活”。

同样怀着期盼心情的还有合作金库
商业银行福州支行行长朱训雄。在大陆
工作的4年间，朱训雄因为工作需要经常
出差。长期旅途奔波，让他对台胞证的种
种不便深有体会。持台胞证不能在电子
售票机自助取票，往往要提前1个多小时
到柜台去领取车票，“一次两次完全可以

接受，但对于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非常不
便”。同时，大陆如今流行电子支付，有些
无法凭台胞证登记使用，因此他期望申领
了居住证后便可消除这些生活不便。

作为金融从业者，朱训雄还需要经常
与银行打交道，在某些业务往来上，往往
要额外办理及提交许多繁复的手续文
件。因此，朱训雄希望居住证能够等同于
大陆居民身份证，能够对台胞尽量减少其
他身份证明的材料，切实给予台胞便利。

“居住证消息发布以来，大家都在讨
论这件事，台胞们的反响都很热烈。”来大
陆经商已21年的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
会会长陈奕廷介绍，从最早自台湾来大陆
需由香港、澳门转机，到两岸“三通”，再到
如今居住证的出台，陈奕廷是两岸不断深
化交流的见证者。他表示，在落实两岸居
民享受同等待遇上，居住证的颁发是十分
重要的一步，也将更好地帮助台湾居民融
入大陆生活。

在闽台胞纷纷表示：

居住证让我们更好融入大陆生活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上海是台商、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创
业和学习生活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听闻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后，众
多台商、台胞兴奋不已。他们说，居住证
实施后不仅办事方便了，其影响还将涵盖
工作和生活的各个层面。

上海广禾堂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钟宇富在大陆创业已17
年，常到许多城市演讲、参观和访问。他
感受到台商在大陆生活越来越方便了。
例如，以前持台胞证买高铁票只能到柜台
取票，这两年用卡式台胞证刷高铁取票机
即可取票，有了居住证以后，他希望可以
像大陆居民一样刷证即可上车。再如，以
前很多平台、网站的终端和设备无法识别
台胞证号码，网上申请遇到这一关就卡死
了，居住证新编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钟
宇富说，广禾堂在帮助来大陆创业的台湾
青年融入大陆市场时，常发现他们申请信
用卡、买保险、考驾照、拍车牌、社保、公积

金时会遇到很多困扰，尤其是近年来很多
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生活都会遇到类似
问题。钟宇富说：“居住证提供的便利将吸
引更多港澳台同胞到内地创业、工作，不仅
有利于两岸交流，也开放了更多发展空间
给台湾创业者和就业者。”

麦可将文创园区是上海第一家全体验
型匠人文创园区，很多独家工匠、设计及文
创企业在这里“共创、共学、共享”，有望发
展成两岸文创产业交汇点。园区总经理连
泰瑞说，在大陆住得越久，越能感受到居住
证的重要性，期待居住证带来更多便利。

连泰瑞一家在大陆经商已 20 多年，

三代10多口人都居住在上海，文创园区
内有台商创业者、台籍管理人员和实习
生近百人。他说，以前小到孩子玩游
戏、取票、网络注册各类账号、线上理
财，大到申请贷款、社保、就医，只要
一遇到需要输入18位身份证号码的情况
就行不通了。连泰瑞说，所幸种种不便
都将在领取居住证后画上句号。只要在
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条件的台胞将
可以完全融入大陆生活，感受到大陆生
活的便利性。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台青创客家
目前在上海和厦门都有创业基地，基地

内共有 100 多位台湾年轻人，园区总经
理虞慧芳经常在上海、厦门、台北三个
城市间往来，常会觉得买高铁票、住宿
等都很不方便。特别是进驻企业要创立
微信公众号，注册时需要身份证18位号
码，只能借大陆员工的身份证来用。虞
慧芳说，近年来大陆网络、技术的发
展，结合身份证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居
民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便利性，但常住
大陆的台胞却常常因台胞证问题不能享
受这种便利。她相信，推出具有智能芯
片的居住证后，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
的便利。

上海台胞期待居住证带来更多便利：

“ 赶 快 去 办 居 住 证 ！”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日前，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中国 （深圳） 综
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制定出台 《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是在已实行一系列惠及
港澳台居民政策基础上的一项务实举措，是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兑现承诺的具体行动，也是增进港
澳台居民福祉便利化的重要举措。

张玉阁表示，居住证的制发，积极回应了在内
地学习、工作、生活的广大港澳台同胞的社会关
切，彻底解决了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难
题，是一项“以人为本”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充分
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台居民的真诚关怀。

“居住证的含金量很高。”张玉阁表示，居住证
主要是为符合法定条件的港澳居民在内地居住提供
的身份证明，持有这张证件，意味着享有相关的权
利、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有助于推进内地基本公
共服务和便利向常住内地的港澳居民全覆盖，“无论
是搭乘高铁或航班，还是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
记，或者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等，符合条件的港澳台
同胞领取居住证后，就能在诸多领域获得与内地居
民持身份证同样的体验，便利化程度相当高”。

张玉阁认为，为普通民众谋幸福、办实事、办
好事、解难事，是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在港澳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港澳台同胞同
是居住地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也是社会财
富的创造者，有享受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措施
的权利。出台 《办法》 和实施居住证制度，是让港
澳居民真正得到实惠、让港澳台同胞共享国家发展
红利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凝聚
民族力量。“随着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制度的正式实
施，在内地的港澳台居民生活、工作环境便利化程
度会大幅改善，这意味着他们在内地能更好地发展
事业，从而推动香港、澳门、台湾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张玉阁说。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张玉阁：

出台《办法》是推动港澳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
本报记者 朱 琳

9月1日，台胞孙至纬在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向记者展

示证件领取凭证。 （新华社发）

9月1日，在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深圳湾服务中心，民警为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陈忠和办理居住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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