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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8月初取消“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
的利好消息传出后，8 月 16 日，港澳台居民可申
领内地 （大陆） 居住证的消息再度刷屏，反响热
烈、好评如潮。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申领发放办法》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港澳台
居民前往内地 （大陆） 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
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
的，即可依规申请领取居住证，持证的港澳台同
胞将能享受到国家和居住地提供的3项权利、6项
基本公共服务和9项便利。和港澳同胞一样，对此
特别“有感”的台湾同胞纷纷用生动的语言表达
雀跃的心情，他们说，和大陆居民身份证同为 18
码的居住证，打通了同等待遇的“最后一公里”，
未来融入“大陆生活圈”更加便利、更有保障啦。

“逐步为台企台胞提供与大陆企业、大陆同胞
同等的待遇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从取消就业许可
证到发放居住证，都是大陆方面将同等待遇逐一
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体现了问题导向和需求导
向。自 1987年两岸开启交流以来，人员交流日益
密切，规模不断扩大，到今年一季度，来往大陆
的台湾同胞已累计超过 1 亿人次，其中在大陆学
习、工作、生活的常住台湾同胞已经多达数十万
人。这些年来，常住大陆台胞因为证件无法兼容
大陆社会公共服务系统，“小到注册小黄车，大到
申请大陆专项基金”，都无法对接线上系统。有专
家指出，台胞在网上购票、自助取票、金融服
务、旅馆住宿等方面的不便，虽然看起来事小，
但非常直观，影响“融入感”。有关部门对此十分
重视，一直在想方设法研究解决办法。此次制发
港澳台同胞居住证，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台湾同胞办好事、办实事
的重要举措，受益面大、获得感强。

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也是大陆方面践行“两岸
一家亲”理念的生动例证。民族复兴道路上，台湾同
胞不应该缺席，也一定不会缺席。两岸同胞是血脉
相连的一家人，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共进、融合发
展。大陆“听民声、解民意”，千方百计创造条件，率先与台湾同胞共享大陆
发展的机遇，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诚意善意，有目共睹。

对于大陆方面不断释出的善意，台湾民进党当局的“统战说”“监控
说”与台湾民众的欢呼雀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岸同胞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对两岸关
系走近走好的一致向往，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的。历史终将证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
手致力民族复兴，是符合民族整体利益、顺应时
代潮流、造福两岸同胞、得到两岸同胞拥护的正
确道路。

首家香港内地合办高校北京师范大学—香
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简称 UIC），8 月
25 日迎来了 1700 多名新生。第一批录取的台
湾学生之一谢欣彤高兴地表示，“很开心能够
如愿入读应用心理学，希望以后能够往更专
业的方向前进。”

“今年不仅各省录取分数和录取排位较往
年相比双创新高，而且今年获奖学金人数比
往年都要多。”据 UIC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8 年录取的情况来看，有来自广东省外的
43 名学生获得新生入学奖学金，为 2017 年的
两倍。获得新生入学奖学金当年学费全免，
原则上为期 4 年，即每名同学可获得 32 万元
的奖学金。

2018年广东省内有1名学生获得广东省本
科提前录取批次新生入学全额奖学金，24 名
同学获得广东省本科提前录取批次新生入学
半额奖学金，同时还有7名同学获得广东省综
合评价录取奖学金，另有 35 名珠海学生获得
珠海籍新生专项奖学金。

“能够拿到这个奖学金对刚踏入大学校门

的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毕业于珠海一中的
林佳翰是获得珠海籍新生专项奖学金学生之
一，她表示，进入 UIC 之后，在认真学习专
业课程之余，也会花时间去参加一些社团活
动，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

“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可以更自由地选
择，所以我选择了我喜欢的专业。”两岁便跟
随父母从台湾来大陆读书的谢欣彤表示，自
己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希望在大学一年级
期间努力打好基础，争取在大二大三期间当
交换生交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笑说：

“在大学里开阔眼界也是很重要的。”
据了解，这些新生们完成注册手续之

后，将迎来为期一周的迎新营活动，包括参
加帮助新生适应全英文教学的英语强化课
程、与专业老师见面等。

与其他高校不一样的是，UIC 还为家长
安排了家长论坛和高桌晚宴，让家长有机会
与校领导和专业老师面对面交流，也帮助他
们适应从中学生家长“升级”为大学生家长
的角色转变。

“科技、金融和经济，都是当前发展须紧紧
抓住的重点。我觉得北京市政府很有远见，能够
以科技为切入点，推动两岸合作。”近日，旺旺
集团副董事长胡志强在第21届京台科技论坛峰会
上说，两岸同为一个民族，应团结起来，一起赚
外国人的钱。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科技的力量不
可小觑。

不只是胡志强，在这场科技元素闪耀的盛会
上，京台两地众多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企业
家们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始终围绕科技话题，表
示希望两岸在智能制造、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
精诚合作，拓展市场，实现共赢。

智能制造无处不在

全长只有 380米的步行街，却汇聚着敏捷快
制中心、产品创意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标准认证
等服务中心，满足中小企业制造、检测产品的各
项需求。对话机器人、无人车、智能安保系统
……一系列富有科技感的产品在这里应用、展
示，让前来参观的两岸嘉宾惊叹连连。

这便是中关村智造大街，本次京台科技论坛
的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产业发展海淀专场就在这里
举办。在这里，两岸科技界人士不仅实地感受科
技创新的方式和成果，同时在座谈交流中就打造
电子信息业智慧工厂、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大
脑、AI人脸辨识云端大数据导入运算方法等话题
相互沟通，分享经验。

在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产业发展海淀专场举
办之余，新能源产业合作未来科学城专场、汽
车电子论坛专场、5G+智慧未来论坛城市专场
等分论坛也先后举办。燃料电池技术与氢能发

展、新能源动力汽车发展、5G 在智慧城市及物
联网中的应用、智慧绿能建筑设计……两岸嘉
宾们就自身专业所长各抒己见，寻找两岸在科
技方面的合作点。

两岸携手深化合作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因科技发展快速进
步，产生很多颠覆性变化，也对传统生产造成巨
大冲击。”台湾企业家、台达集团创办人暨荣誉
董事长郑崇华在致辞中提到，他非常赞同中国大
陆向智能制造方面发展的政策，希望两岸科技企
业合作，一起来找解决方案，让北京成为绿色、
智慧、宜居的城市。

自1998年创办以来，京台科技论坛始终聚焦
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热点，在高科技产业、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探索合作发展机制，推
动两岸产业标准制定，带动了一大批台资企业落
户北京，同时也推动了北京企业在台拓展业务。
截止到去年年底，京台两地企业共签署合作协议
意向 266 项，协议金额超过 485 亿元人民币，在
京累计注册台资企业达 2875 家，投资金额 70 多
亿美元，赴台投资北京市企业超过20家，直接投
资总额超过2亿美元。

如今，京台科技论坛的举办已不只把目光聚
焦在北京，同时也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在分论坛之一的京津冀协同
发展专题论坛暨项目交流洽谈会上，京津冀三地
投资商务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投资政策，鼓励科技
含量高的台湾企业前来投资、发展，并提供相应
支持。在“一带一路”分论坛中，两岸嘉宾均表
示，“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大发展机遇，台湾不

能缺席。广大台湾中小企业要借此机会，与大陆
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

让台胞更有获得感

“多年来，我们紧扣广大台胞台企需求，努
力为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创造有利条件，
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持续推出
一系列政策举措。”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表示，最近，大陆实现了
福建向金门供水，取消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需
办理专门就业许可的规定，并将制发台湾居民居
住证，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大台胞普遍肯定和热烈
欢迎。

在此次论坛的青年分论坛中，台籍北大博士
生许晋铭认为，9 月份将推出的台湾居民居住
证，让在陆生活的台湾同胞享受更多便利，“比
如过去买车票、订外卖、注册相关网站、住宾馆
时，大家经常会碰到台胞证不管用的情况。有了
居住证，我们就可以和大陆民众一样享受更多公
共服务了。这是落实同等待遇的真正体现。”

为了鼓励更多台湾青年登陆发展，多位在京
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在青年分论坛中分享发展
经验，建议台青要积极融入大陆发展环境。北京
创业公社港澳台及国际事业部总监郑博宇介绍，
他和周边的台湾籍朋友为到大陆发展的台青总结
了登陆“六原则”，即靠自己、接地气、不投
机、重发展、促融合、赢未来。“大陆为台湾同
胞提供了公平公正的就业、创业平台，我们也要
艰苦奋斗、自立自强，不能因为台湾人的标签就
凡事伸手要，而是要凭自己的能力赢得市场、赢
得伙伴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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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届京台科技论坛嘉宾表示

“一带一路” 台湾不能缺席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第21届京台科技论坛嘉宾表示

“一带一路” 台湾不能缺席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据新华社厦门8月26日电（记
者付敏）首届两岸青年公益摄影展
26日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开幕。
来自海峡两岸的 40 多位年轻摄影
爱好者，通过 200 多幅作品讲述其
在厦门集美实习的美好记忆。

本次摄影展以“看见集美”为
主题，共有 6 大展区，包括“看
见·他们的故事”“看见·集美百年
学村”“看见·嘉庚精神”“看见·集
美村落”“看见·集美新城”“看见·
他们的集美记忆”等。

据了解，来自台湾的大学生们
此次前来参加由厦门北站台湾青年
双创基地举办的两岸青年第3期创
作工作营。2个月的实习经历，让他
们在厦门集美留下了诸多美好的记
忆，他们将这些记忆拍成作品参展。

台湾玄奘大学视觉传达专业大
二学生陈隆昌是第三次来厦门。相

比前两次的短期造访，这两个月的
经历让他收获颇丰。

“我们走进村落，帮助村里做
城市创新规划，设计村落地图，绘
制道路指示系统。从理论到实际运
用，很锻炼我们。”陈隆昌说，“我
很喜欢集美。这里很有人情味，当
地的嘉庚文化深深地吸引了我。”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空间设
计专业大四学生郭子瑄的微电影作
品《磨淬》也出现在展览中，影片
讲述的是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微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
域。跟空间设计不一样的是，我需要
以导演的视角挖掘故事。经过一个多
月的团队协作，我们终于完成这部作
品。”郭子瑄说，“这里的语言、文化、
饮食都跟台湾很像，让我有亲近的感
觉。大陆很方便，文化多元。如果有机
会，我希望未来能在大陆就业。”

台湾学生用影像记录厦门集美台湾学生用影像记录厦门集美

内地香港合办高校迎来新生
邓媛雯 杨炜民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26 日电
（记者邓瑞璇）“希望和内地电影界
同仁相互交流学习，促进粤港澳电
影的繁荣发展。”25日在广州举办的
2018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及公共传播
人才培训班开班仪式上，香港影业
协会理事长洪祖星表达了与内地在
文化传播领域上合作沟通的愿望。

70 多名电影行业及公共传播
领域的学员参加了这一培训班，其
中港澳学员20多名。在5天的时间
中，他们将参与包括电影创作经验
分享、中国影视产业发展现状与趋
势、2018 年内地电影市场观察、
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文艺的生态环境
及文艺生产的关系等培训课程，并
与相关电影导演、影视公司负责
人、专家学者等进行交流。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
宏说，广东是中国电影生产的重
镇。香港电影曾是华语电影的先
驱，香港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

了窗口。但近几年，粤港澳三地出
品的代表岭南文化的影视作品较
少。

中国电影家协会外联部副主任
张驰说，粤港澳三地具有天然的地
缘和文化亲近性。香港在电影制作
方面具备国际经验、全产业链及人
才，希望拓展内地市场。广州是中
国电影市场主要票仓之一，具备广
阔的市场及丰富的人才储备。此次
开办培训班，就是希望为三地影视
从业者搭建交流平台，培育一批能
讲故事、善讲故事的人才，推动中
华文化和岭南文化走出去。

导演尹力认为，近些年，香港
与内地电影的合作增多，创作出一
批如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等佳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
景下，香港与广东乃至内地在电影
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的融合将
更加深入，题材实现共融共通，有
望共同开创华语电影的新局面。

粤港澳电影人共议大湾区电影发展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5 日电
（记者丁梓懿）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香港部队 25 日组织了进驻香港以
来第二十一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
轮换行动于当日顺利完成。今年服
役期满的驻军士兵已于近日退出现
役，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原籍。

解放军驻港部队新闻发言人
韩铀 25 日就香港驻军建制单位轮
换 及 退 役 士 兵 离 港 发 布 相 关 消
息。

韩铀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关于
“香港驻军实行人员轮换制度”的
规定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驻军于
25 日组织了进驻香港以来第二十
一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轮换行动
已于当日顺利完成，部队轮换后，
驻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队员额
和装备数量保持不变。

韩铀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兵役法》有关规定，今年服役期
满的驻军士兵已于近日退出现役，
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原籍。

驻港部队完成建制单位轮换

新生报到可获得UIC定制行李牌和笔记本。
UIC供图

近日，在第18届亚运会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香港队获
得亚军。图为中国香港队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中国香港队夺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