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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高才「落滬」將可直申永居

根據《備忘錄》，公安部、國家移民管
理局將積極支持上海推進移民管理改

革創新，在上海調研出台先行先試的出入境
政策措施，助推平安上海建設；上海市政府
將整合資源、發揮優勢，進一步深化「互聯
網+政務服務」，以「智慧城市」建設不斷
推進超大型城市境外人員管理水平的提升。
雙方還將建立協作會商制度，健全信息溝通
發佈機制，共同推進在滬建立移民政策研究
和實踐基地。

人才出入境便利對滬極重要
上海市市長應勇昨日在滬表示，開放已是
上海的最大優勢。國際人才出入境的便利程
度，對上海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至關重要。近
年來，上海在移民管理制度機制改革、出入
境政策措施先行先試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
已成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
一。
「上海的開放政策越來越多，這對於我們
這類的高新技術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利好。」
上海循態量子高級工程師汪超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作為主攻量子信息產業化的創新企
業，公司對於外籍人才引進早有考量，「從
事前沿技術的公司對於國際人才的需求肯定
是有的，如果沒有政策的支持，外籍高端人
才在內地工作還是會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
無論是個人或者企業，相信都會有所受
益。」
雖然公司目前還沒有外籍員工，但「我們

早有這個意向，我也注意到上海一直在人才
吸引方面更加開放，尤其是臨港，還有更加
優惠的政策，這對於我們未來吸引外籍人
才，甚至可能在臨港開設新的公司或研發中
心，激勵本地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汪
超說道。

多公司考量開設臨港機構
同樣為新政感到振奮的，還有上海企樹網
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振宇。「我對於上
海的開放真的深有感觸，現在的利好不僅讓
我們公司有了進一步的規劃，也為我的很多
外國朋友帶來了更多的期待。」 王振宇表
示，因在國外學習工作多年，發現越來越多

的外國朋友有了來中國工作的意
向，「但因為之前中國的永久居留
證資格要求很高，申請程序繁瑣，
錯過了來內地發展的機會。」
而隨着越來越多的政策推出，王

振宇的公司正考慮聘請外籍人才，
「我們公司已經和外國公司有了合
作，但我們更希望能夠吸收全球智
慧，有計劃聘請外籍高端人才。現
在的新政無論對於我們這樣的中國
公司，還是中外人才，就像開啟了
一輛高速列車，讓我們有了更快捷
和便利的環境，在中國土地發展壯
大，我們未來也會考慮在臨港新片
區開設新分支機構，吸引更多外籍、外地人
才來滬發展。」

中外人才交流將更頻繁
近年來，上海有關人才的新政「輩出」，
不僅上海「科創25條」 首次提及允許外籍
人才承擔政府科技項目，自貿區臨港新片區
亦公佈多條人才相關政策，為全球人才落滬

敞開大門。在去年，上海還為諾獎得主在內
的多人頒發了「中國綠卡」，又推出了「外
籍人才網上申請當場取證」出入境新舉措
等，極大的便利了外籍人才來滬發展、定
居。
上海唯鏈首席人力資源官王佳珉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公司的外籍僱員目前一般在海
外分機構工作，但隨着內地更多便利政策出

台，相信未來中外人才的工作交流將更加頻
繁也更加便捷。「本土化與國際化共同組成
了我們的基因，上海更為開放的移民和出入
境管理服務機制，不僅為海外企業用戶來到
我司交流降低了成本，也對海外高端人才到
滬工作創造了更好的環境。」她表示，相信
更多利好政策推出將為中外企業開展、拓
展、提升業務提供諸多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昨日，公

安部與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滬簽署了《公安部上海市

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移民與出入境管理服務機制推進

實現上海高水平開放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

忘錄》），支持上海多項先行先試移民管理政策措

施，針對人才引進再創開放新高地。根據《備忘

錄》，未來，上海引進的具有國際公認傑出成就的

外國人可直接申請永久居留，尤其滬自貿區臨港新

片區還將為外籍人才留滬「開綠燈」，提供更多便

利。

■滬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將為外籍人才留滬「開綠燈」。圖為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在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區臨港新片區開幕。 資料圖片

《備忘錄》要點
對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引進的外籍人才提供辦理長期居
留和永久居留便利，在上海試點辦理口岸電子簽證。

上海引進的國際公認傑出成就的外國人，可直接申請永久
居留。

上海高新技術企業、創新型企業、重點高校、科研機構和
金融領域引進、推薦的外籍高層次人才可申請永久居留。

獲得永久居留資格高端人才可推薦外籍專業人才申請永久
居留。

■資料來源：國家移民管理局官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實施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是引領中國高質量發
展、完善改革開放空間佈局的重大戰略舉措。上
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昨日發佈《行動計劃》，圍繞
14項重點任務46個具體項目，為長三角一體化
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
據悉，上海高院此次發佈的《行動計劃》經廣

泛徵求、充分聽取最高法院第三巡迴法庭、長三
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以及有關專家學者等意見建議
後匯總梳理、反覆修改形成。上海高院副院長茆

榮華在介紹《行動計劃》制訂思路時表示，上海
高院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圍
繞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等中心工作，以加強
長三角地區法院司法協作交流為重要方式，建立
完善服務保障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工作推進機制。
在推動長三角法院之間司法協作交流合作，提

供公正高效的法治保障方面，《行動計劃》提出
推進5項重點任務，包括強化跨區域重大案件防
範處置合作機制建設；深化司法執行聯動協作機
制建設；加強跨區域訴訟服務協作機制建設；創

新跨區域信息化應用工作機制建設；促進區域法
律適用統一工作機制建設。
另據上海高院披露，本月初在江蘇召開的長三

角地區法院司法協作工作會議上，滬蘇浙皖四地
高院已聯合簽署《長三角地區人民法院環境資源
司法協作框架協議》和《關於長三角地區人民法
院聯合發佈典型案例推進法律適用統一的實施辦
法》，進一步加強環境資源審判，促進區域適法
統一。根據最高法院的意見，案例評選委員會辦
公室設在上海高院。

滬高院《行動計劃》助力長三角司法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官方昨日公佈消息稱，商務部
等18部門日前已印發通知，決定
將其他自貿試驗區施行的30項政
策適用於海南自貿試驗區。
商務部等18部門11月5日印發

了《關於在中國（海南）自由貿易
試驗區試點其他自貿試驗區施行政
策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適用於海南自貿
試驗區的其他自貿試驗區施行政
策，包括四方面共 30 項政策內
容。
一是在提升投資貿易便利化水平
方面，提出支持設立首次進口藥品
和生物製品口岸、允許外國律師事
務所與中國律師事務所實行聯營等
12項內容。
二是在擴大金融領域開放方面，
提出支持民營資金進入金融業、加
強與境外人民幣離岸市場戰略合作

等7項內容。
三是在加快航運領域發展方面，

提出允許特定條件下租用外籍船舶
從事臨時運輸、進一步便利國際船
舶管理企業從事海員外派服務等7

項內容。
四是在其他方面，提出探索建立

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信用信息互補
機制、探索建立土地節約集約利用
新模式等4項內容。

此前，中國在第二屆進博會期
間提出，將繼續鼓勵自由貿易試驗
區大膽試、大膽闖，加快推進海南
自由貿易港建設，打造開放新高
地。

平遙礦難15死
山西成立調查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下午，山西平遙峰岩煤
焦集團二畝溝煤業有限公司「11．18」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調查
組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安排部署調查工作。
11月18日13時50分許，山西平遙峰岩煤焦集團二畝溝煤業
有限公司「9102工作面」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事故造成
15人遇難、9人受傷。
據了解，山西省政府成立了省級事故調查組，調查組由山西
煤礦安全監察局牽頭，山西省應急管理廳、公安廳、總工會和
晉中市人民政府參加，邀請省監察委員會派員參加，並聘請有
關專家參加事故調查工作。
在事故調查組成立大會上，調查組主要負責人指出，這是一
起違法違規生產安全責任事故，事故給遇難者造成巨大不幸，
給遇難者家屬造成巨大悲痛，給全省安全生產形勢帶來巨大壓
力。他表示，此次調查要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認
真、全面、實事求是地徹底查清事故原因，依法依規嚴肅追
責，提交一份經得住歷史檢驗的事故調查報告，給遇難者家屬
和受傷人員，給人民群眾一個認真負責的交代。同時，事故調
查工作要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社會監督、新聞媒體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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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上午，山東省青
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江蘇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繆
瑞林受賄一案，對被告人繆瑞林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
十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七十萬元。對繆瑞林受賄
所得財物予以追繳，上繳國庫。繆瑞林當庭表示服從法
院判決，不上訴。
經審理查明：2005年至2016年，被告人繆瑞林利用

擔任江蘇省宿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長，中共宿遷市
委書記，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
的職務便利，為有關單位與個人在企業項目審批、獲取
貸款、工程項目承攬、費用結算及親屬工作調動、子女
入學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妻非法收受相關
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20萬餘元。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繆瑞林的上述行為

依法構成受賄罪。繆瑞林受賄數額特別巨大，鑒於其到
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
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贓款贓物已全部追
繳，依法可以從輕處罰，遂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海南自貿試驗區將「移植」30項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針對美防長所稱中國在南海的活動
對他國構成威脅，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昨日表示，美方在南海的「橫行
自由」才是南海局勢緊張的根源，
美方挑撥域內各國關係，才是對南
海和平穩定的威脅。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
問：據報道，17日，美防長埃斯
珀同東盟國家防長舉行會晤時
稱，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對他國構
成威脅，東盟不能允許中方操縱
「南海行為準則」。美軍今年在

南海進行了25年來最頻繁的「自
由航行」行動，這對於回應中國
南海「軍事化」行動尤為重要。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方：有信心建成和平之海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南海問
題上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目的就
是要搞亂南海局勢，破壞地區和平
穩定，地區國家對此早已看得清清
楚楚。」耿爽說。
他表示，當前，在中國和東盟

國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勢總體

穩定向好，南海的航行自由沒有
任何問題。在不久前結束的第22
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各
方對「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取得
的進展表示滿意，感到鼓舞。
「中方願意繼續同東盟國家一
道，排除干擾，相向而行，在平
等協商的基礎上，按照共同商定
的時間表積極推進磋商。中國和
東盟國家有信心、有智慧、有能
力將南海建設成為和平之海、友
誼之海、合作之海，維護好地區
的和平穩定與長治久安。」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耿
爽說，美方打着「自由航行」的旗
號頻繁派艦機到南海地區生事，不
是闖入他國領海進行挑釁，就是搞
聯合軍演「秀肌肉」，唯恐天下不
亂。
「我們奉勸美方正視當前地區局

勢積極向好的態勢，尊重和支持地
區國家維護地區穩定的努力，停止
不具建設性、不負責任、不得人心
的做法，不要再做地區和平穩定與
互利合作的干擾者、破壞者、攪局
者。」他說。

外交部：美「橫行自由」是南海局勢緊張根源

■■商務部等部門日前已印發通知商務部等部門日前已印發通知，，決定將其他決定將其他
自貿試驗區施行的自貿試驗區施行的3030項政策適用於海南自貿項政策適用於海南自貿
試驗區試驗區。。圖為海南省三亞市景色圖為海南省三亞市景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公安部與上海簽備忘錄 挺多項移民新政先行先試

■上海高院發佈《行動計劃》，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
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