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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00、820000、830000，这三个数字分别是
在内地 （大陆） 的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公民身份
号码的地址码。9 月 1 日起，符合申领条件的港澳
台居民，可以在居住地辖区申请领取居住证。

9月1日上午8时许，北京市石景山区新古城派
出所，来自首钢集团创业公社的台湾青年郑博宇已
在门口等候，准备做居住证办理的“先行者”。他
的周围聚集了手拿“长枪短炮”的两岸媒体记者，
大家和他一起等待，准备见证历史时刻的到来。

十分钟即完成办理

“之前一看到可以办理居住证的消息，我就开
始在心里默默倒计时。这一天终于来了！真是一项
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眼前的郑博宇一脸兴奋，
看到记者的到来，他打开手里的文件袋，介绍起办
证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我手里有 4 种材料：台胞证、劳动合同、在
职证明和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台胞证和劳动合同
平时就在我手里保存，在职证明和公司营业执照复
印件要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申请。人力资源部门
同事的效率很高，不到一小时就把这两样材料准备
好了。”郑博宇说，之前本来想和身边的台湾朋友组
团来办证，不过考虑到办证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
问题，于是就“身先士卒”，为大家探探路。

早上 9 时，新古城派出所户籍大厅开始办公。
郑博宇走入大厅，向派出所民警递交了手中的材
料：“您好，我要办台湾居民居住证。”

“您住什么地方？”民警问。
“创业公社37度公寓，8号楼。”郑博宇回答。
在确认办理者所住地址为该派出所辖区后，民

警开始查看郑博宇所提供的资料，核实他是否有办
理资格。确认无误后，民警请郑博宇先到照相室拍
照，随后回到办理大厅录取指纹。左手拇指摁三
下，右手拇指三下，郑博宇的信息采集完毕后，一
张居住证办理的证明便随即打印出来。

“请核对一下信息，正确无误的话请您在回执
上签字。”民警说道。签上自己的名字后，郑博宇
带着随身资料和文件起身，这意味着居住证的办理
完成了。整个过程只花了10分钟！

有证了先办信用卡

“有了居住证想要先干嘛？”看到郑博宇走出大

厅，记者们纷纷围了上来。
“我想先去办一张信用卡。毕竟自己处在创业

阶段，需要资金支持。过去因为我们在大陆只能使
用台胞证，它的号码只有8位数，与大陆通行的二
代身份证的 18 码不同，所以很多电脑系统都无法
识别台胞证，也就办不了相关业务，包括信用卡办
理。没有信用卡，我们只能自己在台湾换好人民币
来大陆，但额度有限。假设要通过跨境转账，那么
手续费会很高。”郑博宇说道。

不只是在金融方面带来便利，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
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等三项权利；可获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
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
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国家及居住地规定的其他基
本公共服务等六项公共服务；还可享受乘坐国内航
班、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住宿旅馆，办理银行、
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与内地 （大陆） 居
民同等待遇购物、购买公园及各类文体场馆门票、
进行文化娱乐商旅等消费活动等九项便利。

“港澳台居民不只是持有居住证时享受更多便
利，假设证件遗失，他们补办也快多了。”郑博宇

说，之前自己的朋友丢失了台胞证，都必须去出入
境管理部门办理，十分繁琐。“有同事因为出差时
丢了台胞证，结果在外地滞留一周才能回京。但居
住证万一遗失，大家只需要到辖区派出所补办，也
可以在机场、车站先开具临时身份证明救急，便利
性大增。”

各地出现办证热潮

不只是郑博宇，9 月 1 日当天，内地 （大陆）
各省市的港澳台居民络绎不绝地前往居住地附近的
受理点办理居住证。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消息，各地
公安机关按照就近便利原则，共设立受理点 6572
个，为港澳台居民办理居住证提供便利，仅北京就
有322个受理点。

梁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港生，9 月 1 日下
午，她和同学一起到学校附近的松园路派出所办理
居住证。“警察查验了我的回乡证和住宿登记证明
后，就让我去拍照和录入指纹，不一会儿就办理完毕
并给我们回执单了。希望拿到证后我可以在‘十一’
期间好好享受各种便利，比如住酒店不再需要考虑
是不是涉外酒店、坐高铁也可以直接刷证进站了。”

此外，据浙江省公安厅统计，截至 9月 1日 16
时，全省各地共受理港澳台居住证申请至少 752
件。在广西，南宁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周
代祥当天上午 9 时办理申请，12 时即领到居住证，
效率惊人。

按照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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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依
法申领居住证。居住证采用和内地 （大陆） 二代居
民身份证相同的制证技术和 IC 卡片，可以说除了
卡面的几个字有所不同，其他都一样。

据了解，居住地住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
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
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就业证明包
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
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
等；就读证明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
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等。

公安机关受理相关证件、证明后，将于受理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发放证件。首次申请领取居住
证，免收证件工本费。换领、补领居住证，应当缴
纳证件工本费。

810000、820000、830000，我们来啦！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火了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广西南宁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
长周代祥展示用居住证在购票机上买到的
动车票。 俞 靖摄

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正式印发，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专门印发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8月31日，在新学期开学
之际，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意见》印
发以来的贯彻落实情况。

尽快完成《教师法》修订

“待遇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很难落实，广
大老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如是说。为扎实推进改
革，教育部通过系列举措，着力保障教师工资待
遇。研究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联动机制，启动
研制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和内部分配办法，
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有效体现教师工作价值和
工作绩效。

王定华表示，教育部会推动《教师法》的修订
尽快完成。“出台真招实招，让老师们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从而激发他们教书育人、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内驱力。”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正道奇兵，以变迎新，人工智能将成为教师的
得力助手。王定华透露，借助宁夏作为国家首个

“互联网+教育”示范省（区）建设的契机，教育部决定
先期在宁夏基础教育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
伍建设行动试点。同时，考虑到语音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将在北
京外国语大学开展高等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试点。

今年 4 月，教育部启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在教育信息化由1.0向2.0跨越的过程中，人的
因素是关键。因此，加快实现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与
人工智能的融合，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将是推进教
育信息化2.0的关键之举。

据悉，宁夏大学和宁夏师范学院将建立教师教
育创新基地，与人工智能骨干企业或高水平师范大

学联合建立实验室，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同时，他们将
遴选一批信息管理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强的校
长、老师，分别开展智能教育领导力研修和教学能力
研修，并通过大数据建设，优化教师决策和管理流程。

启动银龄讲学计划

2018年开始，教育部启动银龄讲学计划，计划
招募 1800 名退休优秀教师到乡村支教，并给予每
位老师每年两万元的补助资金，其中，地方如果愿
意并有经济实力，也可提高幅度。预计到 2020
年，银龄讲学计划将招募1万人。

这些优秀的退休教师，将前往革命老区、民族
地区、边远地区的义务教育学校上课，壮大当地的
师资队伍，发挥余热，传递力量。

“各地要为这些老师购买保险、提供住宿，报
销因工作产生的路费”，王定华说，“让他们真正安
得下心、定得下神、放得开手脚，成为建设农村教
育的一支新的生力军”。

真招实招让教师更有获得感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本报香港电 （吴玉洁、沈婧婕）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在
即，9月1日至2日，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举行开放日，让市
民预先进站参观和体验站内设施。

楼面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的香港西九龙站，是世界上最大的
地下高速铁路车站之一。车站分为地面层和 4 层地下楼层，共有
11个出入口，并通过行人天桥及隧道与邻近的港铁柯士甸站和九
龙站相连。有别于传统车站设计，香港西九龙站主要结构由9组高
约45米的巨型流线型支柱支撑，并透过精心设计的玻璃外墙，将
日光引入车站中庭，让身处“地底”的游客也能一览维港景致。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全长约26公里，采用全隧道设计，由皇岗
边界往坐落于西九文化区以北的西九龙站。9月 23日，广深港高
铁香港段通车后，香港将连接内地超过2.5万公里的高铁网络，为
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多的出行选择。据介绍，广深港高铁将连接高
铁网，通过京广客运专线、沪昆客运专线、杭福深客运专线及贵
广客运专线，首批连接内地44个短中长途站点。

香港西九龙站对市民开放香港西九龙站对市民开放

图为香港市民在西九龙站拍照留念。 吴玉洁摄

本报香港9月2日电（张庆波） 为鼓励雇主聘用年长人士、青
年人和残疾人士及提高相关劳动者素质，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日
前宣布优化中年就业计划、展翅青见计划、就业展才能计划等多
项就业政策。其中，“中年就业计划”更名为“中高龄就业计
划”，规定自2018年9月1日起，雇主聘用每名60岁或以上已离开
职场或失业的年长求职人士，每月最高可获发4000港元在职培训
津贴，为期6至12个月；聘用每名40岁至59岁失业求职人士，最
高在职培训津贴维持每月3000港元不变。

“展翅青见计划”旨在帮助青年人提升就业竞争力。该计划调
整后规定，在职培训补贴范围自9月1日起扩展至兼职工作，调升
支付雇主的在职培训津贴金额上限，由原先每名学员每月3000港
元增至4000港元，为期6至12个月。

“就业展才能计划”是特区政府为协助残疾人士公开就业推出
的政策计划。经优化后，雇主每聘用一名就业困难的残疾人士，
可获最高津贴额增加 16000港元至 51000港元，最长津贴期由 8个
月延长至9个月；指导员如协助残疾雇员完成3个月工作适应期并
继续受聘，奖励金也增加500港元至1500港元。

此外，“就业展才能计划”还将残疾人士工作适应期由两个月
延长至3个月，并提高了每月津贴额上限，首3个月工作适应期的
每月上限由5500港元调升至7000港元，其后6个月每月上限则由
4000港元调升至5000港元。

香港优化多项政策促就业

本报北京9月2日电（记者柴逸扉） 记者从北京京剧院获悉，
由北京京剧院与《中华之声》联合主办的《梨园雅集 两岸京剧名
家演唱会》系列活动将于9月10日-13日在台北、台中两地举行。
该系列活动由3场演唱会和一次戏曲交流辅导活动构成。

据北京京剧院副院长秦艳介绍，北京京剧院高度重视此次赴
台交流演出，选派23名优秀中青年演员，行当齐全，精选台湾观众耳
熟能详的京剧经典选段，同时邀请台湾本土京剧名家同台献艺。

台北演唱会主要有《穆桂英挂帅》《双阳公主》《锁麟囊》《霍
小玉》 等经典剧目中的选段；台中的演唱会除包括台北演唱会部
分精彩唱段外，还加入了《锁五龙》《苏小妹》《赵氏孤儿》《霸王
别姬》 等曲目。此外，台北、台中两地演唱会均将邀请台湾京剧
名家联袂演出，共谱一段梨园佳话。

此次赴台演出阵容强大，大陆京剧界名家汇聚一堂。既有王
蓉蓉、李宏图、迟小秋等梅花奖获得者，窦晓璇、杨少彭、王岳
凌等3位白玉兰奖获得者，也有翟墨、方旭、白金等多位中青年京
剧才俊。三场演唱会青年演员均为彩唱，既展示京剧妆容、华服
之美，又表现出各京剧流派的声腔神韵，让台湾观众得以集中领
略京剧流派经典名段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京剧艺术的勃勃生机。

除了为台湾京剧爱好者献上精彩的京剧演出外，北京京剧院
的领衔主演王蓉蓉还将走进戏曲学校与戏校的孩子们交流传统艺
术的传承与发展。

两岸京剧名家台湾献艺

本报北京9月2日电（记者杨立新） 9月 2日，首届两岸文字
学会交流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澳门的32
位文字学专家学者，就加强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共同推进两岸文
字学会合作机制，以便协同合作、形成共识并最终实现两岸书同
文字进行了深度研讨。

会上，分别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朱歧祥
共同签署了《两岸中国文字学会交流合作备忘录》。两岸中国文字
学会学者通过本次会议，达成以下共识：一、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光大中华文明以惠及人类，是时代赋予两岸学
者的共同使命。两岸文字学会当为此贡献心智。二、两岸文字学
会应推动文字学学者合作交流，共同推进语言文字研究，以取得
更多更大成就。三、两岸文字学会当创造条件推动学者之间开展
有关科研项目的合作，如协同研究、工具书编纂等。四、两岸文
字学者推动两岸人民互相体认、理解、尊重彼此文化差异，推动
大陆人民“用简识繁”与台湾人民“用繁识简”，逐渐消弭两岸语
言文字隔阂，最终实现两岸书同文字。五、两岸中国文字学会建
立不定期合作交流机制，共同举办有关会议。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文字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
保护中心、中文系承办。

两岸学者联手推动书同文字

本报雅加达9月2日电（记者李硕、
王霞光） 燃烧了 16天的亚运圣火，在朋
家诺体育场缓缓熄灭，第十八届亚洲运
动会于 2日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落幕。
来自亚洲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3 万名运
动员参加了本届亚运会 40 个大项、465
个小项的角逐。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次亚运会上共
获得132金、92银、65铜，共计289枚奖
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均位列第一。日
本代表团以75金、56银、74铜的成绩位
列第二。韩国代表团以 49金、58银、70
铜的成绩位列第三。

第十九届亚运会将于 2022 年在中国
杭州举办。在主题为“庆祝与感谢”的
闭幕式中，杭州市市长徐立毅接过了亚
奥理事会会旗，昭示着亚运会正式进入

“杭州时间”。
亚运会告别雅加达，2022年，杭州见。
图为闭幕式上的亚奥理事会会旗交

接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亚运会进入亚运会进入““杭州时间杭州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