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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厦就业的“双一流”本科
生可领生活补贴啦！每人一次性
能申领 2万元。
此前，只有新引进的硕士、博
士才能享受厦门市新引进人才生
活补贴，分别为 3万元、
5万元。
现在，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台湾人
才也可享受了。

QRSTUVUWXY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引进人才生活补贴申报对象是
自规定时间起 （研究生自 2017
年 7月 10日起、本科生自 2018
年 11月 26日起），新引进到厦
门市辖区范围内企业 （含民办非
企业）、驻厦省部属和市、区（园
区）属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
单位） 工作的在职在岗且符合条
件的人才。
申领对象要具备以下条件：
具有厦门户口；引进时具有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经教育
部认证在境外取得的硕士以上学
位、
“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流大
学”或“一流学科”，或国际公认

的三大世界大学最新排名前 200
名大学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其中
本科不超过 30周岁、硕士不超过
35周岁、博士不超过 40周岁；经
市组织、人社、教育部门核准已办
理人事关系入厦；申请时在厦缴
纳社会保险费满三个月以上 （含
三个月） 并且社会保险关系仍在
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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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规定时间起 （研究生自 2018
年 4月 10日起、本科生自 2018
年 11月 26日起），新引进到厦
门市辖区范围内企业 （含民办非
企业）、驻厦省部属和市、区（园
区）属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
单位） 工作的在职在岗且符合条
件的台湾同胞，也可申领新引进
人才生活补贴。
台湾人才引进时，同样需具
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或经教育部认证在境外取得的硕
士及以上学位，或“双一流”建设
高校“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
全日制本科学历，或国际公认的
三大世界大学最新排名前 200名
大学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引进时

本科生不超过 30周岁、硕士不超
过 35周岁、博士不超过 40周岁；
在厦工作满一年（综合劳动合同、
就业手续、在厦缴纳社保或个人
所得税等判定），
申请时仍在申报
单位工作，
且仍在申请时限内（即
自在厦工作满一年之日起一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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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新引进人才生活补贴无
需到现场办理，通过网络系统即
可申报，
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台湾
同胞需提供的电子版证明材料包
括：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
劳动（聘用）合同；在厦缴交
社保证明，或在厦缴纳个人所得
税证明；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或经教育部认证在境外取得的本
科及以上学位。
新引进人才可向所在用人单
位提出申请。用人单位审核同意
后，通过厦门市人社局网上办事
大厅中的 “新引 进人 才 生活 补
贴”栏目进行申请。市人社局、教
育局、各区人社局以及园区管委
会受理申请。随后，
各受理部门按
季度汇总审核生活补贴申请，并
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公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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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厦门市委宣传部召开2019年
在厦高校“三爱”主题教育工作
推进会暨新闻通气会。据悉，
今年
各高校各单位报送的 “三爱”主
题教育活动项目共143个。其中，
被列入年度重点扶持项目的有七
大主题、
32个子活动。
今年的“三爱”主题活动围

绕“强化主题宣讲、强化仪式感
召、强化榜样带动、强化网上引
领、强化文化熏陶、强化实践锻
炼、
强化氛围营造”来开展。主题
鲜明、立意新颖、导向性强、健康
向上、成效显著的活动项目将以
奖代补给予5000元—10000元的
经费补贴。
据介绍，今年市委教育工委

还将联合社科联组织开展在厦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和“三爱”工作
大调研，特别是围绕当前厦门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重点工作开展重点课题研究，
把“三爱”课题纳入在厦高校社
科课题评审，纳入大中小幼一体
化德育体系建设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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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krs昨日，厦门市食安办
走进同安区工业园，
开展“月月十
五查餐厅”食品安全检查行动。
根据前期市民在市食安办微
信公众号上的留言，市食安办随
机抽选了两家工厂食堂，组织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同安
区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同安区食品安全志愿者和媒体代
表一起走进园区，共同监督工人

的食品安全。
在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食
堂，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主食库、
调味库、粗加工、切配等区域。执
法人员表示，调料有按规定离地
存放，肉类均有经非洲猪瘟检测，
总体符合规范，但下水道管网较
宽、地砖破损，有老鼠进出和积水
的风险，要及时进行修整。另外，
执法人员发现，冷藏室中，冷冻库
温度为零下十六度，
未达到冷冻食

品规定的零下十八度保存标准；
留
样盒存在变形、
未盖紧的情况。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厦门绿
泉实业有限公司的食堂。经检查，
食品仓库内摆放符合规范，总体
达标，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例如，
冷冻库有些许结霜，且未达到冷
冻食品保存建议的零下十八度；
留样盒未盖紧，
外购食品未留样。
现场，市场监督局的工作人
员也对蔬菜、肉类进行农药残留、
瘦肉精含量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执法人员表示，会把上述整改意
见下发企业，
七天后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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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无异议的，各受理部门一次
性发放至受理部门指定银行的个
人账户。
值得注意的是，新引进人才

应自引进之日起一年内，经由所
在用人单位提出申请，逾期视为
放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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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总工会“工会爱心驿站”
授牌暨银行业推进服务资源开
放共享工作启动仪式在建设银
行大厦举行。接下来，建行“劳
动者港湾” 将与 “工会爱心驿
站”共建，为厦门的户外劳动者
们提供更多的歇脚点。
从 2018年开始，中国建设
银行厦门 分行 依托 全 市 71个
网点，启动了“劳动者港湾”的
建设工作。在“劳动者港湾”里，
建行为户外劳动者们提供饮水
机、
休息桌椅、
图书、手机充电器
等设施，部分网点还提供卫生

间、
轮椅等。
今年，
市总工会将进一步大
力推进“工会爱心驿站”（爱心
服务点）建设工作，并将建成首
批 100个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
息的标准化 “工会爱心驿站”，
还将逐步增加站点数量。驿站将
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服务、
有标识、
有制度、有保障”的“六
个有”要求，配备空调、桌椅、橱
柜、
电磁炉、
微波炉、饮水机以及
应急药品的医药箱等设备，就近
就便解决户外劳动者在外劳动
时的就餐、
饮水、避暑、休息等现
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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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海峡两岸青
年学子光明之城建筑文化体验
营在华侨大学开幕。本次体验营
以“弘扬海丝文化、共筑光明之
城”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台湾台
北市立大学、台湾高雄大学、台
湾台北科技大学等近 10所高校
130名师生参与。在创意创新的
实践中，两岸学子将走进乡村，
重点关注闽南侨村历史文化，并

对乡村振兴提出规划方案。
今年建筑文化体验营系列
活动包 括 2019海 峡 两岸 青年
学子光明之城侨村振兴工作营
暨 2019马 来 西 亚 华 裔 大 学
生——
—“一带一路” 华侨大学
营、
2019海峡两岸建筑类大学
生创新创业沙龙、
2019海峡两
岸城乡社区营造台湾博士分享
会、
2019海峡两岸城乡人居环
境博士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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