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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厦外侨）应中

联部邀请，由乌拉圭广泛阵线

副主席桑德拉·拉索率领的

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南美

三国左翼党干部考察团一行 9

人于 2 月 22 日至 24 日访问

厦门。

2 月 22 日晚，厦门市外侨

办主任李啸萍与代表团会谈交

流。李主任用翔实的数据和生

动的案例介绍我市的发展成就，

分享关于环境保护、消除贫困的

做法，充分体现中国人对党领导

下国家发展成就的自豪感和未

来的自信心，令来自南美的客人

感到由衷钦佩，纷纷发言表示

期待通过此行学习中国改革开

放的经验、建立与中国交流渠

道。市外侨办林娜副巡视员陪

同出席。

在厦期间，考察团还参观了

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和城市规划

展览馆，鼓浪屿丰富的历史内涵

与美丽的风光给考察团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本报讯（通讯员厦外侨）

近日，泰国福建商会执行会

长陈雄财一行访厦，专程拜

会厦门市外侨办。李啸萍主

任、姚建洪副主任亲切会见

陈会长一行，并就 2019 年两

地即将开展的交流交往活动

互换了意见。

李主任向陈会长介绍

了厦门经济社会最新发展

情况和“后金砖”时代的对

外交流交往成果，对陈会长

领衔的泰国福建商会在促

进泰国和厦门友好往来、对

接泰中双方经贸合作方面

所做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

陈会长深情回忆了早期来

华投资的种种经历，感慨中

国的发展变化和厦门经济

特区的蜕变升华，并提及其

悉心教导的“侨二代”将继

续来厦学习、创业，更深入

地传承中华文化、融入中国

经济。双方表示，今后要继

续把握住“一带一路”建设

所带来的新机遇，一如既往

地保持良好互动关系，推动

泰国和厦门在经济贸易、友

城交流等方面开展更多合

作，以更丰富的形式、更深

入的角度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本报讯据新华社北

京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

知》。《通知》指出，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党中央决定，首

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评选颁授，隆

重表彰一批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

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

物。

《通知》明确了提名

人选范围和条件。提名

人选范围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各地区各行业各

领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

献的个人，包括港澳台

侨人员和外国人。符合

条件的已故人员可以提

名。提名条件根据功勋

荣誉种类不同存在差

别。“共和国勋章”提名

人选，应当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中

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

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

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

“友谊勋章”提名人选，

应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

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

平中作出杰出贡献，对

华坚定长期友好，具有

良好社会声誉的外国

人。国家荣誉称号提名

人选，应当是在经济、社

会、国防、外交、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体育等

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

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

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

的杰出人士。

福建省高层次人才
和青年人才

培养资助标准明确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财政厅、人社厅

印发《福建省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培养

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高层

次人才和青年人才到国（境）外开展合作

研究、技术攻关、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国

内院士专家或国家“千人计划”人选等身

边开展跟班学习、访学研修以及出版专著

论著费用等项目的资助标准。

办法明确，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到

国（境）外开展合作研究、技术攻关、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等短期、中长期学术技术交

流活动或做访问学者等，按每人每月 1万

元标准予以资助，不满 1 个月的减半发

放，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高层次人

才和青年人才到国内院士专家或国家“千

人计划”人选等身边开展跟班学习、访学

研修等活动，按照每人每月 2000 元的标

准予以资助，不满 1 个月的减半发放，不

足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资助高层次人才

和青年人才出版专著论著费用按实际出

版合同金额的 70%给予报销，其余部分由

用人单位承担。

资助资金补助对象为入选国家级和

省级重大人才工程、重点人才项目的高层

次人才和青年人才，按照“就高从优不重

复”的原则予以补助。

据悉，2018 年省级财政安排福建省高

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培养资助资金 870

万元。 （王永珍）

中国官方支持上市公司
外籍员工股权激励
本报讯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下称

“外汇局”)2 月 12 日发布消息称，为积极

支持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政

策落地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

权激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已经正式印

发。

上述通知明确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

工参与股权激励所涉资金的管理原则。

一是实行登记管理，境内上市公司及

其外籍员工可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

行办理相关跨境收支、资金划转及汇兑业

务，无需事前审批。

二是可由外籍员工自主选择参与资

金来源。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

激励所需资金，可以来源于其在境内的合

法收入或从境外汇入的资金。

外汇局称，上述通知自印发之日

起实施。 （夏宾）

本报讯 至 2018 年末，厦门

市常住人口达 411万人，同比增

长 2.5%，其中有超过五成不是

本地户籍。岛外人口总量在

2018 年首次超过岛内，占比达

50.2%。日前，厦门市统计局发布

2018 年厦门常住人口情况分

析。

2018 年 人 口 出 生 率

14.5‰，比上年下降 2.1 个千分

点，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的

首次增速下降，回到 2016 年以

前水平。死亡率为 3.1‰，与上年

持平；自然增长率为 11.4‰，比

上年下降 2.1 个千分点，自然人

口增长同比减少 0.7 万人。2018

年全市常住人口比 2010 年增加

55 万人，年均增加 6.9 万人左

右。

调查数据显示，2018 年全

市出生人口的孩次构成中，二孩

比重高达 60.7%，超过一孩比重

27.7 个百分点，比 2017 年提高

0.4个百分点。随着全面二孩政

策放开出现生育高峰过后，以及

经济社会的发展，子女抚养与教

育成本的急剧上升，社会上许多

人发出了“生不起，养不起，更教

育不起”的声音，人们的生育欲

望开始降低，预计今后几年的生

育水平将回落至政策前水平。

从空间分布来看，随着厦门

市加快岛内外一体化建设，以及

岛内“退二进三”政策的执行，岛

外常住人口总量首次大于岛内

常住人口总量。从增长速度来

看，岛外人口增速显著高于岛

内。

虽然岛外人口开始超越岛

内人口，但由于岛外地域面积远

远大于岛内，所以岛内外人口密

度依然相差较大，岛外人口密

度仍然偏低，岛外人口 1338

人 / 平方公里。随着厦门市

加快岛内外一体化建设，全

市重大功能性项目向岛外新

城配置延伸，岛外综合功能

正在不断提升，承载力和吸

引力将进一步增强，所以人口

规模预计还将继续增长，厦门市

的整体人口布局也将更加科学

合理。 （沈华铃）

厦门市常住人口达 411万
岛外人口占比达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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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选包括港澳台侨人员和外国人

“五一”后携带宠物入境

检疫监管有新规

日本与中国改革开放

全国两会开幕在即

哪些“侨声”令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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