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自由行有关事项总汇

我省有5个
大陆实现自由行城市共47个

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起自2011年，
至今共计47个城市开通，其中省内有5

个城市开通。
省内5个城市是：南京、苏州、

无锡、常州、徐州。
省外42个城市是：北京、上海、

厦门、天津、重庆、杭州、广州、成都、
济南、西安、福州、深圳、武汉、宁波、
青岛、郑州、沈阳、长春、石家庄、长
沙、昆明、南宁、合肥、泉州、哈尔滨、
太原、南昌、贵阳、大连、温州、中山、
烟台、漳州、海口、呼和浩特、兰州、
银川、舟山、惠州、威海、龙岩、桂林。

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大陆居民赴
台旅游321.89万人次，同比增长
47.06%，其中赴台自由行117.94万人
次，增长125.76%。 黄钰 陈士行

从周边6个城市出发也方便
前往台湾———

记者昨天从常州国旅了解到，在
我市周边城市中，已经拥有直飞台湾
航线的城市有南京、无锡、盐城、徐州、
上海、杭州，市民也可从这些城市出发
飞往台湾。

但是，鉴于市区到常州机场的车
程仅40余分钟，如果从周边城市出发
所费财力、时间、精力不划算，因此常
州国旅出境计调中心经理张冬梅说：
“并不建议这样折腾。”黄钰 陈士行

去年我市赴台游近2万人次
全市累计设立台资企业1254家

去年，我市居民赴台旅游近2万人
次，我市接待台湾来访超过500人次。在
台湾电电公会《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投
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中，常州市连续
15年被评为“值得推荐城市”。

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设立台资企
业1254家，总投资89.52亿美元，总投资
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251个，涉及电子
及LED产业、机械装备产业、现代服务业
和现代农业等领域。去年，常州对台进出
口总额13.1亿美元，同比增长23.2%。

目前我市常住台商超过1500人，有

近百位台商子女分别在局前街小学、外
国语学校、省常中等学校就读。

常州早期赴台人员众多，在台常州
籍台胞有10余万人，《中国时报》创办人
余纪忠、台湾裕隆集团董事长吴舜文、中
钢公司董事长王钟渝等都是常州人。

此外，“两岸情”摄影交流1991年
至今20余年从未中断，我市连续多年
组织文化英才赴台举办各类展览，常台
两地青年及高校交流已形成机制，台湾
“日月潭”与常州“天目湖”2009年结成
姊妹湖。 黄钰 崔奕 陈士行

所有屋檐下禁烟
———赴台个人游注意事项

公共场合：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须注意以下
事项：

1、不得参与涉及赌博、色情、毒品
以及有损两岸关系的活动。

2、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
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的监督办法》以及有关
规定，办理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通关手续。

3、应当遵守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尊

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注意言谈举止文明。
4、一旦遇上个人旅游证件遗失或

被盗抢、遇到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
及时通过台方旅游热线电话报告“台湾
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5、台湾室内（包括屋檐下）公共场
合（3人以上）全面禁烟，公共场合吸烟
罚款很重。 市旅游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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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成行要到5月下旬
全国配额4000人/天

4月15日可以进入台湾自由行办
证环节，最快10多天。但记者昨天从
常州国旅了解到，由于要排队等配
额，真正实现赴台自由行预计要到5
月下旬。

记者从我市台办获悉，目前全国
赴台自由行配额为4000人/天。常州

国旅出境计调中心经理张冬梅告诉
记者，每年3、4、5、10、11、12月是赴
台旅游旺季，配额就更难等了，“目前
来看，成行至少要到5月20日之后”。

截至记者昨天发稿，全国赴台自
由行配额已排到4月16日。

黄钰 陈士行

需办哪些证件，去哪里办？
首次申领“大通证”及个旅签注需10个工作日

申请台湾自由行———

申请台湾自由行目前需要办理两个
证件、一个签注：《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
行证》（简称“大通证”）、《台湾地区入出
境许可证》（简称“入台证”）、台湾个人旅
游签注（简称“G签注”）。

我市可办理“大通证”及“G签注”部
门如下：

常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出入境办
证窗口（新北区珠江路168号）

武进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出入境办
证窗口（湖塘镇花园街1号）

天宁区青龙派出所（天宁区青龙西
路1号）

钟楼区五星派出所（钟楼区大仓路
65号）

戚墅堰区潞城派出所（戚墅堰区潞
城街70号）

金坛公安出入境办证窗口（金坛市
金常大厦1楼）

溧阳公安出入境办证窗口（溧阳市
溧城镇燕山中路8号）

此外，首次申领“大通证”及个人旅
游签注需10个工作日；持有效“大通证”
单独申请个人旅游签注需5个工作日，
收费20元。

目前，我市具有代办“入台证”资格
的旅行社是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台证自受理配额日起约7个工作日。
“入台证”必须委托本市的赴台游组

团旅行社代理申请。常州国旅是唯一可以
组团赴台旅游的旅行社，目前该社已经推
出针对台湾自由行的“机票+酒店+入台
证”打包产品，其他产品也将陆续推出。

黄钰 崔奕 陈士行

常州每周二、四、六飞台北
团队往返价1200元（不含税）
散客往返价1600元（不含税）
争取

!

月底开通第
"

条台湾航线

3月29日起———

从3月29日起，常州机场将执行
夏秋航班计划，常州-台北航线将调
整为每周二、四、六执行。4月份票价
为：团队往返价格1200元（不含税）；
散客往返价格1600元（不含税）。

该航线航班时刻也做了微调，常
州起飞时间提前到7:30，8:55到达
台北；9:55由台北返回，11:40到达
常州。

目前常州-台北航班每周二、四、
日执行。航班时刻为：8:00由常州出

发，9:30到达台北；10:30由台北返
回，12:50到达常州。

此外，常州机场将加快推进开通
第2条台湾航线工作进程，力争6月底
前引进台湾地区的中华航空公司开通
高雄-常州航线，从而形成南进（高
雄）北出（桃园）、北进（桃园）南出（高
雄）及经过厦门、金门“小三通”渠道等
多途径往返常州、台湾的交通格局。

目前，常州-台北航班最高客座
率超过80%。 宋婧 黄钰

台湾有哪些景点和美食？
———兼谈在台住宿、交通和电源插头等

景 点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湾第一座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

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 院内收藏
"#

万余

件文物!展馆每
$

个月更换一次展品"

台北101大楼———
台湾第一高楼

台北
%&%

大楼中有两部列入吉尼斯

世界纪录的最快速电梯! 其最高速率可

达每分钟
%&%&

米!相当于时速
!&

公里!从

%

楼到
'(

楼观景台只需
$)

秒"也是世界最

长行程的室内电梯"

淡水———
温情古镇

淡水早在
%'*'

年就开港通商! 是台

湾北部最早开发的港口"

台东兰屿———
海钓与潜水天堂

兰屿是台湾省东部的一个小岛!与

鼓浪屿#江心屿#东门屿并称$中国四大

名屿%"四周海域珊瑚遍布!又有黑潮流

经此地!常有鱼群回游!是海钓与潜水活

动的天堂"

垦丁———
台湾岛上的“夏威夷”
垦丁是个半岛!位于台湾岛最南端高

雄附近!是台湾最著名的生态公园!来到

这里感觉就像进了热带丛林" 置身垦丁!

可以远眺太平洋#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置

身这里有置身夏威夷和三亚的感觉"

太鲁阁公园———
以峡谷景观闻名

太鲁阁公园成立于
%('!

年! 横跨花

莲#南投及台中!以雄伟壮丽#几近垂直

的大理岩峡谷景观闻名"

阿里山———
森林、云海和日出最引人
阿里山位于台湾嘉义市以东! 海拔

+!!$

米!自山下至山上有热带#暖温带#

温带#寒带等多种气候带!有$亚洲天然

植物园%美誉"阿里山是台湾最理想的避

暑胜地!日出#云海#铁路#森林与晚霞合

称为阿里山五奇"

日月潭———
薄雾笼罩的天然湖

日月潭是台湾最美的景区之一!位

于南投县!是台湾岛上唯一的天然湖泊"

湖面海拔
),&

米! 面积
)-)$

平方公里!湖

周长
$*

公里!平均水深
,&

米"潭中有一小

岛名珠仔屿!亦称珠仔山#光华岛!海拔

),*

米!以此岛为界!北半湖形状如一轮

圆日!南半湖形状如一弯新月!因此得名

$日月潭%"谭中小岛上有座月下老人亭!

为旅客必游之地"

美 食
大肠包小肠：将体积较大的糯米肠

切开后!再夹住体积较小的台式香肠!即

成为$大肠包小肠%!与$热狗%有异曲同

工之妙!是台湾的一种特色小吃"

米苔目：用米和番薯粉做成!滑嫩爽

口"米苔目有多种吃法!可以与刨冰粉圆

搭配制成消暑冰品!也可加入佐料爆炒!

或熬汤拌食"

棺材板：在炸至金黄的面包块中填入
鸡肝#鸡肉#墨鱼#虾仁等馅料!酥脆可口"

万峦猪脚：万峦猪脚选用猪前蹄部
位!经除毛#汆烫#冰镇后!加入数十种中

药材卤制而成"

蚵仔煎：将浓稠适当的番薯粉酱淋
在煎板上!再撒上新鲜的蚵仔!与韭菜#

豆芽#茼莴菜#鸡蛋同煎!再配上酱料"

另外!还有台北牛肉面#卤肉饭#鱿

鱼羹等"

交 通
可充分利用当地四通八达的捷运

&地铁'#公交车路网#出租车(城际之间

则有铁路#高铁快速连结"

台湾已针对个人游客人推出了$台湾

观巴%和$台湾好行%服务!前者可以预约特

制行程!费用较高(后者为大巴交通形式!

在台湾各个重要交通节点都可搭乘! 价格

与公交差不多!花
+&

多元人民币便可乘坐"

台湾的饭店# 机场及车站也有迎送

旅客服务!并可提供全程交通#导览解说

和旅游保险等服务"

自备转换插头及变压器
台湾电压为

%%&

伏特!插座为扁头二脚

式!游客前往需要自备转换插头及变压器"

台湾大部分酒店为了环保不提供牙

刷#牙膏#拖鞋之类的一次性用品"

在台湾并没有另付小费的习惯!但

在旅馆住宿#餐厅消费!收取
%&.

的服务

费是常态" 张冬梅 黄钰 陈士行

台北101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