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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7 月 1 日出席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
重要讲话时专门讲到：“中央有关部门
还将积极研究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内地
学习、就业、生活的具体措施，为香港
同胞到广阔的祖国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
会，使大家能够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实现
自身更好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中央各有关部门为港澳同胞在内地
求学、就业、生活解决困难，提供便利
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已经采取了哪些
具体措施？近日，记者就此访问了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随着内地与港澳的交流合作日益加深，
来内地求学、就业、投资、居住的港澳同
胞日益增多，他们对在内地享受更便利
生活的诉求日益强烈。中央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央有关部门按
照习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深入调查研
究，梳理出港澳同胞在内地学习、就
业 、 生 活 等 方 面 的 困 难 和 问 题 近 50
项。这些问题覆盖面广，十分繁杂。中
央各部门按照“突出重点、先易后难、
分步推进”的原则，先聚焦解决港澳同
胞普遍关注、影响面较大的诉求，并且
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关于解决港澳同胞在内地求学问
题，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北京
等港澳同胞居住较集中的省市，教育部
将加强统筹，推动和支持当地政府进一
步落实义务教育法有关规定，为港澳学
生群体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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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渔业协会重庆办推介会
冀进一步开拓大陆中西部市场

为港澳同胞就业创业服务

研究出台更多具体措施
关于一些港澳同胞提出的希望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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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8 月 8 日 21 时许，四川省
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9 日分
别慰问九寨沟地震受灾同胞。
林郑月娥正在访京，9 日傍晚接受媒体采访
时，她向九寨沟地震受灾同胞表达了深切慰
问。她表示，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精神，香港将在有需要的时候积极伸出援手。
崔世安表示，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广大澳门居民，向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向
四川省九寨沟县人民，向遇难人员亲属和伤者
致以亲切慰问；向正在全力参与救援和搜救工
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向努力救治伤员的医疗
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在高等教育阶段，2016 年底，教育
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内地高校招收和
培养港澳学生的有关规定，在“保证质
量、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下，
规范内地高校招收港澳学生和对港澳学
生的教育教学、服务管理工作，保证培
养质量，加强学校对港澳学生在就业指
导、成立社团、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指
导，进一步保障港澳学生的权益。

关于给港澳同胞尤其是年轻人在内
地就业、创业提供更多便利问题，多个
中央部门正在积极研究有关措施，其中
一些措施已于近期出台。例如，教育部
今年 6 月印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积极为
港澳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开展对
他们的就业指导，为有就业意愿且符合
条 件 的 港 澳 毕 业 生 发 放 《就 业 协 议
书》，签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或 《全国毕业研究
生就业报到证》，为港澳学生在内地就
业提供更多便利。
商务部今年 6 月与香港特区政府签
署内地与香港 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
议》 和 《投资协议》，并牵头内地有关
部门与港澳特区政府和有关机构，在
CEPA 工作机制下不断扩大有关专业服
务领域对港澳的开放程度，支持内地与
港澳服务业深度合作。此外，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取消港
澳同胞在内地的就业许可制度、港澳居
民在内地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并支持
港澳同胞到内地事业单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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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崔世安慰问
九寨沟地震受灾同胞

中央各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措施
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发展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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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参观内地公司留影。
地出行、住宿、安居等生活方面获得更
多便利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近期也已采
取或将陆续公布一批具体措施，包括：
中国铁路总公司目前已在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
等地港澳同胞购、取票流量较大的火车
站设置了可识读回乡证的自动售取票设
备，方便港澳同胞凭回乡证自助购取
票，今后将逐步在所有具备条件的省会
城市及港澳旅客客流量较大的车站都设
置有关自动售取票设备。
国家旅游局今年 6 月印发了为港澳
同胞提供更加便利旅游住宿服务的有关
通知，要求旅游住宿企业严格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不得以任何
非正常理由对港澳同胞办理入住设置障
碍，为港澳同胞在内地旅游提供更加优
质便利的住宿服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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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8 月 10 日电 （记者赵宇飞） 9 日
至 10 日，台湾渔业协会组织 7 家区域渔业协会
和多家水产食品业者，在重庆举办产品推介
会，期待能进一步开拓大陆中西部市场。
本次是台湾渔业协会首次赴大陆中西部城
市推广台湾水产品。在当天推介会现场，台湾渔
业业者不仅展示了来自台湾的石斑鱼、午仔鱼、
曼波鱼、虱目鱼等冷冻生鲜水产品和加工品，
还邀请专业厨师烹饪台味料理进行交流示范，
向重庆市水产批发、餐饮、超市等业者推介。
台湾渔业协会总干事林启沧介绍，从 2009
年开始，台湾渔业协会及企业陆续在大陆多个
沿海城市进行推介。两岸渔业贸易已从 2009 年
之初的几百万美元，增长到去年的 2000 多万美
元。大陆广阔的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台湾渔业
业者的目光。
“得益于冷链物流技术的发展，及大陆中西
部地区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台湾渔业业者已
将目光瞄上了大陆中西部市场。”林启沧说，今
后台湾渔业业者将加大在大陆中西部城市宣传
推介的力度，希望通过推介会，协助台湾各区
渔业协会、渔民团体、水产食品业者，与大陆
相关业者接洽，进而推动更多台湾优质水产品
在大陆中西部城市销售。
重庆市台办副主任黄晓春在推介会上表
示，大陆方面一贯积极鼓励和支持两岸民间各
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通过此次推介，增进渝
台两地相关业者之间的了解，让更多台湾渔业
业者到重庆共谋合作发展。

远摄

对在内地就业的港澳同胞缴存使用住房
公积金情况开展调研，在总结地方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政策，明确在内地就
业的港澳同胞可以平等享有住房公积金
待遇，使他们可以通过缴存、使用住房
公积金，进而提高在内地购房和租房的
能力。
该负责人最后表示，由于“一国两
制”下内地与港澳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
制度，社会管理具体制度上的差异会长
期存在。同时，在目前阶段，内地经济
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仍低于港澳特区，在
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的优质资源比
较短缺，短时间内受条件局限不可能解
决港澳同胞提出的所有各类诉求。中央
有关部门将继续努力创造条件，积极研
究出台更多便利港澳同胞在内地学习、
就业、生活的具体措施，为港澳同胞在
内地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和环境。

做大蛋糕，与台湾同行分享
——访中行台北分行行长蔡荣俊
本报记者
蔡荣俊是厦门人，身材高大，肤色黝黑，一口亲切
的“地瓜腔”。在台湾工作了 7 年的他，常被误认为是
“地道的台湾金融业精英”。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中行
如何在台北“抢设分行”的故事。

拔得头筹

香港大学生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本报南京 8 月 10 日电 （田雯） 今年是全面
抗战爆发 80 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80
周年祭。
8 月 9 日，参加“2017 未来之星江苏家国情
怀之旅”活动的 60 名香港大学生，在淅沥的小
雨中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怀着沉重的心情参观了《共同见证 1937 南京大屠
杀》展览及万人坑遗址，并在祭场举行了悼念仪

式，默哀一分钟、向遇难同胞献花表达缅怀。
来自香港大学的学生黄楚峰代表全体成员
宣读了 《致同学书》，发出和平呼声。他说，作
为心系祖国的香港青年，铭记当年那段交织着
苦难和抗争的家国历史，了解祖国和平发展的
现代进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图为港生为遇难同胞献花。
段仁虎摄

聚合海峡两岸义工

厦门台办成立志愿服务驿站
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彭培根） 在来自两岸的
商，取之于社会，更要回馈社会，而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50 多名志愿者见证下，厦门市台办志愿服务驿站近日揭
就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厦门台商协会妇慈公益委员
牌成立。
会主委高青卿说。
据介绍，该驿站将以对台为特色，引导在厦台商、
当天揭牌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自愿捐款、
台胞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 “礼让斑马线”“垃圾不落地”宣导、台湾青年创业就业
打造“两岸义工志愿服务”品牌。
政策宣传等活动。
厦门市台办副处长苏艺雄表示，厦门市台办将把该
这个暑期在厦门实习的台湾中原大学企业管理硕士
志愿服务驿站打造成为两岸同胞携手并肩、交流融合的
连咏晴，参与了当天的清理公园环境卫生活动。她说：
“厦
新载体和示范平台，推动两岸公益事业发展。
门给我的印象很好，城市干净整洁，各种义工活动也在积
“我们作为在厦门的台商，不应该只局限于服务台
极推进，我也希望能为这座美丽城市献一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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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行台北分行的进入，台湾地区的人民币汇兑
等业务都降低了成本，所以台湾民众或游客手续费也降
低了。
开业 5 年，中行台北分行实践了总行“担当社会责任，
做最好的银行”的发展目标，在业务上取得了傲人成绩。
截至今年 6 月末，中行台北分行资产总额约为 248 亿美元，
连续 4 年在台湾 29 家外资银行和陆资银行中排名第一。

2009 年春节后，时任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副行长的
蔡荣俊被召唤到北京，总行给了他一个“特殊任务”：争
架设金桥
取在台湾开设第一家陆资银行分行。
蔡荣俊说，“到境外开设分行很常见，我也曾在 1997
在搭建两岸金融服务桥梁方面，截至今年 6 月底，中
年去马来西亚筹设分行，但要求成为第一家却是很少见
行台北分行累计办理人民币清算业务 126 万笔，收付总金
的，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任务，就好比派你去参加大型
额 16.6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两岸跨境清算 66 万笔，金额
比赛，要求拿到第一名。”
约 9400 亿元人民币。在两岸间建立的人民币现钞供应与
当时，在台湾开设分行并非易事，因为两岸还有许
回笼直接管道，截至今年 6 月，已累计运送人民币现钞近
多方面需要突破。蔡荣俊和筹备组人员往返两岸，很多
85 亿元。
准备工作只能在深圳、香港和总行进行。
中行台北分行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以客户为中心，
2010 年 9 月，中国银行在台湾的代表人办事处成立， 服务实体经济，至 6 月末，本地工商客户的贷款余额 25
蔡荣俊担任第一任首席代表。2012 年 6 月 22 日，中行台
亿美元，上半年办理国际结算业务 190 亿美元，办理贸易
北分行正式开业，成为台湾第一家陆资银行分行，蔡荣
融资业务 16 亿美元，进出口单证业务量在台湾 29 家外资
俊出任行长。
及陆资银行中排名第二位。
蔡荣俊说，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任务，“除了责任与担
蔡荣俊已在中行工作了 41 年。“我是中国大陆金融改
当的使命感，还要有专业态度。”在台北找办公楼、找会
革开放的历史见证人。” 1976 年，他进入中国银行厦门
计师楼都是通过台湾最大的 3 家中介公司，让他们来北京
分行的国外部外贸科，当时办公地点租用的是新加坡华
做演示，招投标。找合作对象也是通过好几家中介，从
侨银行厦门分行的办公楼，华侨银行员工向他展示新加
中挑选服务伙伴。
坡总行正在盖的总部高楼照片。1994 年，蔡荣俊赴美国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蔡荣俊说：
“ 最大的风险是
洛杉矶任分行副经理，对美国的现代化水平感触很深。
交易对象，是人的风险。”选对了合作对象，就为未来的发展 “年轻时很多梦想，现在回过头来看，几十年间，中国银
打下了好的基础。中行台北分行的工商客户全部选择资信
行在全球的位置，跟中国大陆在世界的位置一样，都发
良好的龙头企业。
“ 这些重要客户都是我们上门营销找来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体人民不懈努力，才可梦想成
的，而不是他们上门来找我们。”中行台北分行强化内部管
真。”结合在台湾工作 7 年的感受，他建议应该有更开放
理，加强风险内控、合规与反洗钱工作，这就确保了分行开
的思维，“做大蛋糕比分蛋糕重要，用和平发展、加快发
业 5 年来风险内控良好，
没有不良贷款，
没有案件的发生。
展解决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

合作共赢
台湾有很多银行，相互间竞争激烈。中国银行这个
“庞然大物”要进入市场，难免引发一些人的疑虑。然
而，中行台北分行很快就向台湾同业证明，自己不是来
抢食大饼，反而是来做大蛋糕的。
“我们要做得比人家好，首先要有合作共赢的理念，
取得最好的社会效益。”蔡荣俊说，中行台北分行通过两
岸金融业务直接往来，服务台湾各银行，为当地金融业
降低了成本，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便利，做大业务，从而
实现合作共赢。
为推动台湾地区人民币清算业务的发展，台北分行
对台湾的银行给予近百亿元人民币授信、透支或拆借的
额度。当同业缺人民币时，中行台北分行就提供人民币
流动支持。

图为蔡荣俊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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