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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万众

瞩目，相约九八。第二十一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投洽

会”）将于 9月 8日在厦门开启国

际资本盛宴。7月 20日下午，投洽

会组委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投洽会的

活动亮点及筹备情况。组委会常务

副主任、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组委会常务副

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省副省长郭宁

宁，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

殿勋，组委会副主任、厦门市副市

长林建出席发布会。

王受文表示，今年恰逢“十四

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投

洽会的举办必将有利于资源要素

在国际国内顺畅流动，对促进国

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本届投洽会将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二

十届投洽会贺信精神，按照国际

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要求，以“新

发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

主题，强力释放中国投资好声音，

服务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助

力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郭宁宁介绍，今年投洽会将围

绕“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加强金砖合作、

深化多双边区域合作等内容，举办

论坛研讨、对接洽谈和投资推介；

努力提高展会智能化水平，全面升

级优化“云上投洽会”，搭建数字化

投资互动平台；精心组织好13万

平方米展览展示，百余场会议论坛

洽谈等，携手各方共同打造精彩纷

呈的国际投资盛会。

会上，刘殿勋表示，商务部投

资促进事务局作为专业投资促进

机构，将不断地把研究成果带到

投洽会的平台上，提升专业化程

度。作为举办城市，林建介绍了本

届投洽会的服务保障工作，厦门

将高标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

广大客商营造安全、温馨、有序的

参展参会环境。

据介绍，截至目前，组委会已

经对接邀请 200 多位境外省部级

官员、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高管，

预计将有来自 1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800 多个客商团组、5000 多

家企业、超过 10 万客商在线下或

线上参展参会。 （崔昊）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7月 20

日，记者从厦门市委人才办获悉，为

充分发挥人才在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的引领作用，助推高质量发展，在原

有人才政策基础上，厦门再次重磅加

码，进一步升级优化人才服务保障，

推出“留厦六条”硬核新举措。

此次新政，聚焦人才最关注的

住房、子女就学、配偶安置、就医等

问题，无论是补贴力度还是覆盖广

度，都达到国内同类城市最高水平。

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厦门给出

了最大的诚意。据了解，各有关部门

正在制定申报指南和实施细则，近

期将陆续向社会公布。

提高补贴

新引进博士补贴

从 5万元提高至 8万元
据了解，厦门市将对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新引进的全日制毕业生补

贴按新的标准发放，即博士(不超过

40周岁)每人 8万元，硕士(不超过35

周岁)每人 5 万元，“双一流”建设高

校(学科)及世界最新排名前200名大

学本科(不超过30周岁)每人 3万元，

其他高校应届本科每人1万元。

配偶安置

实现叠加式引才效应
根据新举措，新引进到厦门市

有关单位的高层次人才和全日制

博士，其配偶为异地行政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在编在岗人

员，符合厦门市调配有关规定的，

可根据原工作单位性质，按对应

原则统筹安排工作；其他岗位的

人才配偶随迁安置由市有关部门

积极给予协调。

子女入学

由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
根据政策，符合要求的 A+、A、

B类高层次人才子女可结合本人意

愿，在市、区教育部门推荐的同类优

质公办学校就读；C 类高层次人才

子女可结合本人意愿和就近入学原

则，由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到公

办学校就读。

根据优化版的配偶安置和子女

入学规定，人才来厦不仅能够解决

个人工作问题，还能解决家庭未来

发展问题。

人才安居

研究更优惠住房保障体系
高层次人才可按现有规定以

市场价 45%的价格申购 100-200

平方米人才住房，人才住房交房入

住满 5 年且在厦工作满 5 年后，政

府拥有产权可按比例逐年赠送给人

才，人才住房满 10 年后上市交易不

再向政府缴交土地收益等费用。

按照厦门原有高层次人才住房

政策，人才住房交房入住满 21 年

后，政府可将人才应缴土地收益等

相关价款全额赠送给人才。本次政

策优化后，将年限由 21 年缩短至

10 年，大大缩短了政府拥有产权赠

予人才的年限。

个税奖励

针对高层次人才给予补贴
在厦门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 B

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年个人所得

税满足相关条件的，按个人所得税

地方留成部分的一定比例给予补

贴。其中，年个人所得税 8万元(含)

以内的部分补贴 50%，年个人所得

税 8 万元(不含)至 25 万元(含)以内

的部分补贴 75%，年个人所得税 25

万元(不含)以上的部分补贴 100%。

补贴期限为 5年。

医疗保健

可分级享受医疗保健待遇
符合条件的人才可分级享受医

疗保健待遇：A+ 类高层次人才享

受一级医疗保健待遇，A 类高层次

人才享受二级医疗保健待遇，B 类

高层次人才和符合现行三级保健对

象范围的 C 类人才享受三级医疗

保健待遇，其他未纳入保健对象范

围的 C 类人才可享受目录内自付

诊疗费用按三级保健对象报销待

遇。 （钱玲玲杨鸿杏）

本报讯据台海网报道

7月 20日，立达信物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东

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于上交所主板、深交

所创业板正式上市。来自

厦门金融办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厦门市已有境

内外上市公司 97家（含过

会），其中今年新增 9家，

总量和增量均为全省第

一。目前，厦门市已经上市

交易的A股公司有 60家，

B股公司 1家，港股市场

16家，美股市场3家。此

外，厦门还有 101 家新三

板企业。

目前，福建省的 A 股

上市公司共有 160 家，厦

门公司占 37.5%，排名全

省第一。全省今年新增A

股上市公司共 9 家，其中

厦门 3 家，福州 2 家，漳

州、泉州、莆田、龙岩各 1

家。

值得注意的是，很快厦

门将迎来第 61 家 A 股上

市公司———厦钨新能。按

照最新的安排，这家公司

将在 7月 27 日进行申购，

如进展顺利，将成为厦门

市第二家科创板企业。此

外，厦门还有华厦眼科、嘉

戎技术、唯科模塑等 3家

企业通过注册制审核，即

将在创业板登陆。

根据厦门证监局 7月

1 日最新披露的信息，除

上述公司之外，厦门还有

厦门农商银行、科拓通信

技术、英科新创、固克节

能等 4家公司上报了 IPO

申请材料。此外，还有燕

之屋、航天思尔特、中联

环等 17 家企业处于上市

辅导备案阶段。（张海军）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召开之际，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鼓浪屿日前迎

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的消

息。记者 7月 20 日获悉，省政府日

前正式批复同意《鼓浪屿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规划》，明确了鼓浪屿历史

文化街区的总体保护范围和原则，

《规划》也将成为鼓浪屿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和发展的依据。

根据批复，鼓浪屿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范围的总面积为 1202.2 公

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与鼓浪屿世

界文化遗产地的遗产区范围一致，

面积为 316.2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

与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缓冲区

范围一致，面积为 886.0 公顷。

省政府在批复中强调，要加强鼓

浪屿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核心保

护范围内要注重风貌整体性的保持

和延续，依法整治与历史风貌不协调

的建(构)筑物，保持岛上传统步行空

间尺度和建筑格局；建设控制地带内

要保护传统景观视廊，延续山海城相

融的历史环境特色。

省政府要求在依法保护鼓浪屿

文化遗存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注重

延续原有生活环境，兼顾居民生活和

旅游发展需要，优化提升街区文化传

承、旅游休闲和特色商业功能；加强

街区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

公共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保护多元化的历史国际社区。（张珺）

厦门A股上市公司达 60 家

“留厦六条”硬核举措重磅推出

《鼓浪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获批

侨连五洲·海外联谊研修班在厦门开班

对中国无限的大孝

对故乡无限的大爱

———记陈剑敦先生

首届国际中学生

陈嘉庚常识比赛全球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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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5 日上

午，中国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万立骏，党组成员、

副主席程学源一行莅临

厦门市侨联机关调研指

导工作，看望厦门市侨

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及

中国侨联挂职干部。福

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张毅恭，厦门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

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

珍陪同。

座谈会上，厦门市侨

联主席陈俊泳就近年来

厦门市侨联在“一个引领

（坚持政治引领）、两个服

务（做好为中心大局服

务、为侨服务）、三个创新

（聚焦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厦门联络总部、科研院所

侨联、高校智库中心等精

准发力）”等方面工作进

行汇报。

万立骏充分肯定厦

门市侨联所做工作。他表

示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

门联络总部的建设使海

外华侨华人社团与政府

部门、侨联组织的联系更

加紧密，对进一步开展侨

务工作大有裨益。厦门是

侨乡，是陈嘉庚先生故

里，侨的资源丰富，侨联

工作有传统、有成绩。希

望厦门市侨联立足新时

代新征程，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

深入把握侨情变化，创新

做好各项工作，为全国侨

联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中国侨联主要领导
莅临厦门市侨联调研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