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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湾内政部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代
居民身份证设计方案。按照计划，新一代居民身份
证将采用芯片卡，以取代使用多年的纸卡身份证，
引起台湾民众热议。

台湾当局换发芯片身份证的计划已酝酿多年，
但一直在各种疑虑和争议中蹉跎不前。有人担心，
台湾现行的户政管理办法是与实行多年的纸卡身份
证相契合的，一旦换发芯片身份证，可能要对民众
已经习惯的户政管理方式动“大手术”。

通报事项多 业务量加大

5月 21日，新北市板桥区户政事务所显得格外
热闹，取号机前排着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了马路边。
家住新北市板桥区的陈思欣去年此时与先生在这里
登记结婚，这次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来办出生登
记。“等待时间可能有点长，但基本上不需要再跑其
他地方了。”陈思欣说，去年与先生从台北到新北定
居结婚，不仅身份证和户籍资料上的婚姻状况要
改，还要申请新的户口名簿、更改常住地址，牵扯
到的部门很多，但她与先生只来了一趟户政事务所
就都解决了。

“要给这些年轻人办的事情有很多，除了登记结
婚和领新的户口名簿加身份证，通报给税务部门、
保险部门、卫福部门、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单
位的户籍资料变动手续都要在我这里办。”卢碧兰
说。新北市是较早实施户籍资料跨机关通报的县
市，2016年，台湾内政部门制定《户籍资料异动跨
机关通报服务作业要点》，在全台湾开展跨机关通报
业务。

“统一规定的跨机关通报事项有 13 项，各县市
还会根据各自的情况增加其他通报服务。”卢碧兰
说，像陈思欣这次要办理的手续基本上也可以一次
完成，其中婴儿健康保险申请是全台统一要求通报
给卫福部门的，但妇女生育奖励金、儿童图书证等
申请则是新北市自行规定的通报事项。卢碧兰苦
笑，现在跨机关通报占了他们一半的业务量，工作
压力越来越大，但在“精简机构”的口号下人手非
但没增加反而有被削减的风险，人手流失是让她近
来比较焦虑的问题。

定期搞清查 扎紧管理篱笆

相比于近年实施的户籍资料异动跨机关通报，
居民出生和死亡资料的通报则起步更早——台湾内
政部门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制定了《出生数据网

络通报作业要点》 和 《死
亡资料通报办法》。陈思
欣大概不知道，她的女儿
出生一周后户政事务所就
已经从卫生部门掌握了详
细情况，如果60天内她还
没有为女儿办理出生登
记，就会接到户政所的催
告电话。

“出生登记的情况其
实相对简单，大部分家长
都会尽早给幼儿做出生登
记以便尽快办理健康保
险，但死亡登记就相对复
杂 了 。” 卢 碧 兰 回 忆 ，
2006年以前死亡管理相对
混乱，有的人已经死亡很
久了户籍资料却登记“未死亡”；有的没有死亡，却
被登记为“死亡”。

“居民离世后，最快半个月就可以收到有关部门
传过来的死亡资料。”卢碧兰介绍，依照现行的作业
规定，如无特殊情况，申请人应该在30日内备齐资
料申请办理死亡登记，“如经催告无果，户政所将直
接依据死亡资料进行死亡登记。”

此外，户政部门每年还会定期进行清查人口作
业。“比如，每年5月1日到6月30日，我们都会将
辖区内年满80岁且近2年无健保卡使用记录的老人
列为清查对象，主动核实老人是否还在世。”台北大
安区户政事务所秘书邱士荣认为，老人是各类社会
保险的主要申领者，建立严格的死亡登记制度，不
仅有利于人口管理，更可减少社保开支的浪费。“从
老人去世之日起，社保就立刻停止发放。即使有因
资料通报延误而多发的部分，也会进行追索。”邱士
荣说。

免受奔波苦 却忧信息泄露

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和通报机制的完善，台湾
居民个人信息可以在不同部门间打通，户政系统内
互联互通更是不在话下，大部分户政服务均可以实
现异地办理。这样虽然可以使办事的民众免受奔波
辛劳，却也加剧了民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

“公职人员如果泄露民众个人资料，最高可以罚
款2亿元，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高压线。”卢
碧兰介绍，为了防止发生个人资料泄露事件，各地
都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以板桥户政事务所为

例，工作人员必须用自己独立的账户和密钥才能访
问资料系统；各组负责人每天要对访问记录进行稽
核，发现可疑之处要核查；工作电脑严禁插入外接
存储设备，防止病毒入侵……

在严格的程序管控下，户政系统近两年鲜有发
生个人资料泄露事件，倒是频频传出诈骗犯伪造或
盗用居民身份信息牟利的消息。

“目前的居民身份证仍然主要靠肉眼来识别，给
防伪带来了难度。”邱士荣说，“身份证上的信息很
详细，倒是省去一些证明亲属关系的麻烦，但是也
暴露了很多个人信息，增加了民众受骗的风险。”邱
士荣说，纸卡身份证采取的防伪技术堪比钞票，但
仍不及芯片卡可靠，所以许多机构，例如银行，在
用户办理业务时须出示“双证”（即身份证和带芯片
的健保卡）。

其实，早在2003年，台湾有关部门就已经推出
带有芯片的证件——如银行卡般大小的自然人凭
证。用户借助IC读卡机，就可以通过自然人凭证直
接在自己电脑上访问个人资料系统，完成报税、查
询社保等业务。不过，自然人凭证推行15年，目前
仅发行了约 560 万张，每位持卡人平均每年的使用
次数也只有8次。

“严格说起来，自然人凭证只是个人访问资料系
统的电子通行证，虽然安全性很高，却应用面过
窄，不具备像身份证那样的辨识功能。”台湾信息产
业研究学者王立恒坦承，信息化时代的台湾也面临
身份识别数字化和个人资料保护的双重难题。“要取
得重大进展，现有管理办法可能要做出大幅调整。”
王立恒说。

台湾户政管理：便利背后有隐忧
本报记者 冯学知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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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一座历史
建筑的命运将如何？拆除盖建写字楼、征收开
发房地产、封闭隔离保护……在寸土寸金的
香港，一股改造保育历史建筑的流行风尚正
悄然兴起。若要了解这股风尚给香港带来的改
变，不妨将视线投放到港岛北部的“小海湾”湾
仔，那里是香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有一座
湛蓝的低矮建筑静静伫立，名字叫蓝屋。

蓝屋的前世今生

蓝屋全名为蓝屋建筑群，由三座紧密相
连的历史建筑组成。1978 年，当时的政府想
为原本土灰色的蓝屋粉刷外墙，不料物料库
只剩下水务署常用的蓝色油漆，只得把整座
蓝屋外墙漆成蓝色。无心插柳柳成荫，如今
这抹湛蓝已成为蓝屋乃至湾仔最具代表性
的标志物。

现有的蓝屋建筑物始建于 1920 年，迄
今已有近百年历史。2009 年 12 月，香港特区
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古物古迹办事处
将蓝屋建筑群评为一级历史建筑。这栋独具
岭南风味的建筑楼高四层，带有露台，层间
高度达 5 米左右，和现在香港平均 3 米左右
的层高相比，宽敞设计可谓十分“奢侈”。

在这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中，蓝屋的
用途几经更迭，从战前仅有的英文中学

“一中书院”，到为贫困儿童免费提供教育
的“镜涵义学”，再到黄飞鸿徒弟林世荣侄
子林祖的洪拳武馆，蓝屋当仁不让地成为
湾仔华人艰辛岁月的真实写照。

当时间迈入新世纪，年迈的蓝屋站在
了命运的交叉路口。修复还是重建？居民
是否迁出？改造成社区中心还是旅游景
点？一系列问题等待蓝屋的住户和有关政
府部门协调解决。幸运的是，蓝屋的“再
生”得到了特区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2009年，蓝屋入选由特区政府发展局文
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举办的第二期“活化历史
建筑伙伴计划”。一年后，由圣雅各福群会等
4 家非营利机构共同提出的“We 哗蓝屋”方
案脱颖而出，获得了活化保育蓝屋的机会，
并争取到了约417万港元的资金援助。

香港故事馆的老城记忆

按照“We哗蓝屋”方案，蓝屋迎来了
一位“新住户”——香港故事馆。这个开
办在蓝屋一楼的民间博物馆不设门票，以

开放的姿态欢迎八方来客，展示蓝屋及湾
仔社区的民间艺术文化，并定期举办街坊
和公众均可参与的“街坊饭聚”“蓝屋放映
会”等活动。

香港故事馆负责人称，每天蓝屋都要
接待上百名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数据显
示，2017年下半年有2.1万人次的旅人前来
参观。除民间博物馆之外，蓝屋将了解香
港历史文化、品味港味本地美食、购买精
美文创商品、拍照留念优美建筑的四种元
素融为一体，通过设立“时间关系”甜品
店、“本地姜”素食店和蓝屋礼品店等非盈
利社会企业，一站式解决游客的需求。

在吸引外地游客的同时，蓝屋也带动了
本地旅游业的活力。对于外地人来说，蓝屋
代表着香港一段不为人知的珍贵回忆，是潜
藏在钢筋水泥和匆匆步履之下，有血有肉、
会哭会笑的香港。而对于本地人来说，蓝屋
仿佛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蓝屋《尘埃满
布：蓝屋旧物展》中展出的露出线头的旗袍、
泛黄褪色的书信、由手表墨水笔和眼镜组成
的“摩登三宝”，是几代香港人遗留在老城区
的集体回忆，每个人都会回头留恋地张望。

港味景观“连点成线”

蓝屋虽小，却是日渐完善的香港历史建
筑活化保育体系的缩影。一间蓝屋势单力薄，
可当许许多多间的“蓝屋”星罗密布于港岛之
上，交相辉映，便可聚拢
成一片独具地方特色的
文化旅游景区。在香港
1106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分布着1444幢历史
建筑、117处法定古迹、
60 余家规模不一的博
物馆和 700 多座庙宇，
每年庆祝包括长洲太平
清醮和关帝诞在内的
18个传统节日。

香港大学社会学
系讲师黄培烽博士是
多年研究香港文化旅
游的行家里手，在他
看来，香港的文化旅
游产业目前仍处于起
步阶段，尽管已取得
一些进步，但是比起
日本的动漫、上海的

弄堂，香港文化旅游的品牌定位尚不明
确，海内外游客来到香港，脑海中首先浮
现的还是“购物天堂”等印象。在黄培烽
看来，要想发挥香港的文化潜力，特区政
府在活化保育历史古迹的基础上，还需打
造一条龙式的周边旅游产业，配合餐饮业
和零售业，满足游客逛景点以外的需求。

近年来，特区政府持续开发香港巨大的
文化旅游潜力，并投入人力物力大力开发。
2017 年 10 月，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在《香港
旅游业发展蓝图》中提出，特区政府将促进
本地历史古迹、文化、创意旅游发展，培育及
拓展具香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项目，将香港
发展为世界级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今年 4 月，历时两年的孙中山史迹径
更新计划完成，16 个史迹点新增创意艺术
作品；包含三项法定古迹的中区警署建筑
群“大馆”在长达 10 年的修缮之后，计划于
5 月底与公众见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也在今年年初开始展开地基工程，预计
2022 年启用。

多项研究和调查显示，香港正从“金
铺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型，游客更愿意把
钱花在文化娱乐项目上。然而，经济收益
固然重要，保育本地文化历史建筑却有着
更深远的影响，它对塑造城市精神和身份
认同感有着重要意义。就让数不清的“蓝
屋”陪着一代代香港人，将香港的历史文
化永远传递下去吧！

老树发新芽 古董变热门

香港从“金铺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型
金彦伯 文/图

老树发新芽 古董变热门

香港从“金铺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型
金彦伯 文/图

低矮的蓝屋在湾仔的高楼大厦间十分显眼。

近日，台湾大型学生设计主题展会——“第37届新一
代设计展”在台北举办。

上图：台湾大同大学学生设计的极地运动概念载具。
下图：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创新产品设计系学生向参观

者介绍折叠式安全帽。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 （香港迪士尼）
近日与微信支付达成合作，携手为游客提供

“无现金”的游玩体验。根据合作安排，游客
可在度假区超过280个地点使用微信支付，在

“食、住、玩、买”等方面享受便利。
这也成为香港丰富移动支付手段的又一

新进展。据了解，继 2016年香港金融管理局
陆续向十几家储值支付工具运营商发放牌照
后，包括微信支付在内的运营商开始在香港
移动支付市场扩张，且不断拓展新领域。

金管局最新数据显示，于 2017 年第四季
末，使用中的香港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总数为
4673 万个，按季上升 4.2%。从便利店、化妆
品店、珠宝首饰店等零售店铺，到出租车、
街市、茶餐厅、报摊等日常生活消费，都能
见到微信支付或者其他移动支付的身影。

近日媒体发布会现场，腾讯公司副总裁
张颖说，微信支付一直不断开拓包括香港地
区在内的新市场，跟随内地游客的脚步推进
移动支付全球化。

微信方面也表示，随着微信支付跨境业
务在香港地区的投放力度不断加大，商业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微信支付进一步帮助香港
商家更好地服务持续上升的访港内地旅客。

统计显示，2017 年访港旅客共 5850 万人
次，超过本地人口7.9倍，来自内地的旅客占
总数的 76%。而作为备受内地游客青睐的景
点，香港迪士尼在 2017 财政年度共接待 620
万人次，其中内地游客占34%。

香港迪士尼行政总裁刘永基说，香港迪
士尼作为内地家庭出游香港的首选胜地，在
致力为游客缔造奇妙体验之同时，也希望提
高出游便利。随着未来港珠澳大桥以及广深
港高铁的开通，香港迪士尼预计将迎接更多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

微信支付副总裁李培库说，赴香港的内地
游客很多是多次前往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以及合作加深，香港旅游市场发展前景值得看好。希望微信可以
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让粤港澳大湾区用户的消费体验得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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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乐园商店的收银台安放提示牌，提醒顾客可以
使用微信支付。 中新社记者 张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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