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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文章版權屬於相關報社，如須轉發，必須獲該報同意)  

 

澳門新聞總數：4 篇 

1. 濠江日報：明年擬統一招聘技術輔導員   

2. 澳門日報：銀行僱員薪酬兩萬八年增百分四 

3. 大眾報：社服中心辦競技同樂日倡博彩員工不迷賭 

4. 正報：首屆粵澳國際商事調解員培訓班江門開課 

 

香港新聞總數：4 篇 

1. 香港電台：陳肇始稱會雙管齊下加強培訓醫療新血 

2. 扮工男女：外國調查：75%打工仔想聖誕期間彈性返工   

3. 星島日報：涉收非法回佣助獲聘 2 建築工人判囚 3 月及賠償了薪  

4. 扮工男女：【熱話】新同事破產唔申報 上司話誠信有問題嗎  

 

 

其他新聞：2 篇  

1. 新華澳報：北京發布惠台 55 條進一步落實同等待遇 

2. 星島日報：憂考試怕失業 印度 4 學生集體跳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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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 篇 

1. 明年擬統一招聘技術輔導員   

[2018-11-24]  立法會昨就行政法務範疇的施政方針進行第二日辯論，多位議員關注公務

員統一招聘、公務員培訓、公務員彈性上班時間、公務員的紀律制度及司法官入職制度等問

題。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表示，政府考慮把具有共通性的職程，統一由公職局作專業能力

評估，並認為 260(技術輔導員) 較多共通性，公職局會適時了解各部門需要，決定何時開考，

希望做到適才適用，投考人和用人部門都可有自己的選擇，用人部門既可得到想要的人才，

投考者也可投身心儀部門。 

 

議員梁孫旭關注公務員統一招聘制度改革，指現行招聘制度效率低，造成人力財力的浪費，

當局會否引進電子招聘，提高效率。他又關注公務員的紀律制度問題，認為該制度是追究公

務員失職或官員問責重要的基礎。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回應表示，現時公務員統一招聘分綜合能力及專業能力評估，其中，

能力試由公職局恆常開考，建立各職程的準公務員隊伍，而專業能力評估由用人部門負責開

考；政府考慮把具有共通性的職程，統一由公職局作專業能力評估，並認為 260(技術輔導

員) 較多共通性，公職局會適時了解各部門需要，決定何時開考。她指出，政府希望做到適

才適用，投考人和用人部門都可有自己的選擇，用人部門既可得到想要的人才，投考者也可

投身心儀部門。 

 

陳海帆表示，明年將會進行簡化程序，考慮招考報名時間縮減至 10 個工作日，補交文件期

限亦會縮減；而上訴期亦會令開考存在不確定性，她指會在保障當事人權利不受損的情況下，

對不必要的上訴作調整。她又表示，會研究及考慮電子方式考核在技術上的困難。 

 

至於公務員的紀律制度方面，陳海帆認為，如發現公務員違法違紀的事實，部門必須通知司

法機構，因部門本身沒有裁量權；基於公平的原則，希望統一一般制度和特殊制度的紀律程

序。陳海帆稱，根據制度來說，如有確切的嫌疑人，是可提起紀律程序；如發現有些事實會

有違法的可能性，但又未知是否有嫌疑人，則會使用簡易調查程序，經調查如無違法的事實

或這些事實已過追溯期等，就會有歸檔的情況。她坦言，目前政府的確是未有專屬的部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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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做紀律處分，現時各部門都是通過更高層的協調機制去做。 

 

行政法務範疇 明年增加一百人 

議員黃潔貞關注當局在精兵簡政的工作以及公務員隊伍情況。行政公職局局長高炳坤表示，

行政法務範疇明年預算增加超過 100 人，預算及實際增加人員之間約有 5%至 6%的差距，

因為預算人員包括徵用返還人員、取消無薪假上班的人員及未有計算翌年離職人員等。明年

行政範疇實際約增加 60 多名人員，包括法律統籌人員、身份證明局新增編制人員，及明年

成立離島綜合服務中心的人手部署。另外，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明年有 50 名學員學成畢業，

會分派到司法範疇，並不屬行政司範疇。強調各司範疇都會嚴格按照實際工作需要等增聘人

手。當局會嚴格控制人員的增長，若有充分的理由或實際工作的增加，才會同意增加有關人

員的數量。 

 

陳海帆亦表示，現時實際人員的數量與早前審議財政預算報告內公務員人數，一直存在技術

上的差異，不是計算錯誤。 

 

議員林玉鳳亦指，現時公務員隊伍中，很多中低級公務員缺乏向上流動機會，認為公職制度

改革應更「大刀闊斧」，兼顧入職公平性，並向中低級公務員提供向上流動空間。高炳坤表

示，當局在研究全面檢視公務員職程制度時，已從各個職位劃分、職程間流動的可能性和存

在必要性作全面分析。雖然高學歷公務員的比例越來越高，但強調公職人員招聘和晉升，要

和各個公共部門開展工作所需的人員數目、配置和工作合理性緊扣。他舉例，如跨職程晉升，

人員在原有工作獲得肯定或優秀表現，亦要其他部門有需要才會開展程序及晉升，而不是具

備一定學歷或表現就能晉升。 

 

林玉鳳又關注政府前線人員的支援和培訓是否足夠。陳海帆表示，未來推出“一窗式”服務

櫃枱將制定流程模板，以便有關工作人員可以清晰執行，減少糾紛。她又強調，不論是前線

或內部人員，政府一直要求各部門給予充足的支援和培訓。此外，議員柳智毅關注公務員彈

性上班時間制度。陳海帆表示，至今共有 20 多個部門推行相關制度，有些部門因人員調配

或人員較少，未能推行。高炳坤表示，彈性上班推行過程中發現到包括彈性程度、每週補償

時間等問題，已在立法會審議中的首階段修訂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的工作時間制度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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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上班作出規範。 

 

司法官入職制度擬改革 

議員黃顯輝關注司法官入職及晉升制度、以及司法人員培訓等問題。陳海帆表示，司法官入

職要求目前已展開制度改革，正諮詢律師公會、2 個司法機構、以及法律團體的意見，希望

可以在工作經驗和學歷方面提升，同時重新設計培訓制度，令完成培訓進入司法官職程的人

員有更加好的社會經驗、法律培訓知識，以及在實習過程中得到更多實踐經驗。 

 

至於時隔兩年，特區政府再舉行司法文員開考，陳海帆表示，因有一批司法官畢業加入司法

官員行列，需要輔助人員組成新團隊。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主任尹思哲補充表示，特區政府

於 2016 年舉行第三次司法文員考試，並根據分數安排入職，高分先入職；而今次司法文員

培訓已在 2月份完成，將於今年十一月底至明年中舉行相關課程，預計課程將 2019年完成，

並會根據法院及檢察院的需要進行開考。 

 

另外，議員陳華強關注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工作；陳海帆相信，由小學開始做細水長流的宣

傳，憲法和基本法的憲政地位會深入民心，對整個社會家國情懷的建立亦有成效。 

 

陳華強又指，隨著大灣區落實推進，未來涉及粵港澳三地法律服務及相關糾紛隨之而來，但

因內地規定，要在內地設立律師事務所聯營，主體必須為律所事務所，而澳門《律師通則》，

律師事務所僅是一個工作場所，不具法人資格且沒有事務所合夥人，本澳律師在內地設立律

師事務所聯營都需申請特批，不利於律所行業融入大灣區發展，希望當局檢討有關法律法規。

陳海帆回應表示，與律師公會溝通及作出計劃安排。 

 

 

2. 銀行僱員薪酬兩萬八年增百分四    

[2018-11-25]   統計局公佈今年第三季末澳門 27 間銀行的全職僱員共 6,312 名，按年增

加 190 名。按職業統計，管理人員及經理 1,750 名、文員 2,011 名（包括 679 名櫃檯服務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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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全職僱員平均薪酬（不包括花紅及獎金）為 27,950 元，按年升 3.9%；櫃檯服務員

平均薪酬 17,180 元，升 5.2%。第三季末有 268 個職位空缺，按年增加 30 個；文員空缺

137 個，其中 34 個為櫃檯服務員。招聘要求方面，有 62.7%空缺要求工作經驗，要求高等

教育學歷的佔 92.2%，要求懂普通話及英語的均佔 97.8% 。 

 

銀行業在第三季新聘僱員 460 人；僱員僱用率(7.3%)及職位空缺率(4.1%)，按年分別升 2.5

及 0.4 個百分點，反映銀行業在今年第三季仍有職位空缺待填補。 

 

職業培訓方面，銀行僱員中有 6,882 人次參與由僱主提供的培訓課程，包括由銀行舉辦、與

其他機構合辦，又或由銀行資助員工報讀的課程，其中由銀行舉辦的課程最多，佔 74.1%；

學員中以參加“商業及管理”課程的學員佔最多(75.1%)，其次是“法律”課程(21.5%)。 

 

 

3. 社服中心辦競技同樂日倡博彩員工不迷賭       

[2018-11-26]  澳門社會服務中心舉辦「活在當下，無悔一生·我唔賭」競技同樂日，邀請

各大博企組織博彩從業員參與其中，期望透過一系列有益身心的康體競技活動，幫助博彩員

工紓緩工作壓力，並藉此向業界加強宣傳不迷賭的健康人生觀念。 

 

是次活動於昨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教青局駿菁活動中心地下籃球場舉辦，中聯辦副處長級助

理于輝、社工局防治問題賭博處處長胡綺梅、美高梅僱員服務經理黃嘉信、賽馬會會籍部及

市場部高級經理顧幼蘭、澳博活動項目統籌龔仕鵬、凱旋門人力資源及企業傳訊部高級經理

張啟仁、十六浦人力資源項目經理陳健燊、澳門彩票有限公司人才資源部經理陳葉芳等嘉賓

聯同社會服務中心監事長蕭宇康、名譽顧問關偉霖等主辦方代表共同主持開幕禮。 

 

蕭宇康於活動上致辭表示，社會服務中心自 2007 年成立以來，一直關注本澳不同群體的需

要，提供適切服務回應他們的生活所需，並透過舉辦各類活動豐富他們的餘暇生活。而每年

舉辦的「活在當下，無悔一生·我唔賭」系列主題活動，主要面向博彩從業員及青年人，希

望透過活動向他們宣傳不迷賭的健康人生觀念。今年該中心亦邀請了特殊奧運會以及聽障人

士協進會組織特殊人士一同參與活動，希望能夠加強廣大博彩從業員對社會的關注，以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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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日後可更多關心身邊的弱勢群體，共同構建和諧社會。 

 

昨日活動除開展多項趣味十足而又有益身心的康體競技活動之外，主辦方並邀請逸安負責任

博彩輔導中心到場設置攤位，向大眾宣傳負責任博彩，期望讓大家加深認識，自覺做到不迷

賭。 

 

 

4. 首屆粵澳國際商事調解員培訓班江門開課    

[2018-11-27]  由廣東省貿促會主辦，中國貿促會商調解中心、澳門調解協會聯合協辦的

“首屆粵澳國際商事調解員培訓班”，於 11 月 24 日上午 9 時在江門舉辦;由廣東省貿促會

邱招賢副會長致開班辭，首屆培訓班分別邀請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汪世榮副主任”、

“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王芳副處長”、“國家法官學院蔣惠岭副院長”、“意大利米蘭商會

Stefano Pavletic 專家調解員”作講師，為學員們講解“國家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現狀

及對商事調解的支持”、“調解規則及調解員守則解析”、“商事調解的國內外現狀及展

望”、“國際商事調解技能技巧及中意高解比較”。 

 

是次培訓會在澳門立法議員陳華強、胡祖杰、澳門調解協會鄺明華會長帶領下，來自仲裁和

調解界法律人士及其他專業領域對商事調解感興趣的 30 名愛國愛澳人士參加首屆培訓班。

調解是一種於訴訟以外非常有效的解決爭議方法，由中立和受過專業訓練的調解員在不作出

判決的情況下，協助爭議各方當事人進行協商，以達致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並協助擬備和

解協議。粵澳兩地人緣相親、經貿往來密切，為了加強粵澳交流合作，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法

律服務融合發展，推動粵澳兩地商事調解合作，提升跨境商事法律服務水平，為粵澳兩地企

業和人民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務。 

 

通過是次培訓班的學習，學員們了解到國內外商事調解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在講師分享商事

調解的技巧後，學員們表示日後能將商事調解這種靈活、高效的糾紛解決手段運用到法律實

務中，更有效地幫助粵澳企業化解商事爭議，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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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4 篇  

1. 陳肇始稱會雙管齊下加強培訓醫療新血 

[2018-11-25]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醫療人手供應充滿挑戰，政府會考慮所有可

行方案，形容是「未雨綢繆總勝過臨渴掘井」。 

 

陳肇始在網誌表示，政府會以「雙管齊下」的模式，增加培訓本港的醫療新血，在未來三個

學年，就人手不足的醫療專業繼續增加培訓學額，包括 60 個醫科、60 個護理，以及資助修

讀指定醫療專業自資訓練課程的學生。 

 

陳肇始又指，政府亦積極加強在海外推廣和宣傳工作，進行針對性的招聘計劃，吸引非本地

受訓的醫療專業人員來港執業。另外亦會與教資會合作，每三年進行一次醫療專業人員人力

規劃和推算工作。 

 

 

2. 外國調查：75%打工仔想聖誕期間彈性返工    

[2018-11-27]  距離放聖誕假仲有約一個月嘅時間，唔少打工仔女已經開心倒數中。老實

講，年尾放完聖誕又放新年假，人人忙住參加派對和聚會。玩得咁高興，無心機返工先係正

常。 

 

最近英國網上安全標籤製造商 Seareach 有項 HR 調查指出，75%受訪打工仔女稱，希望在

聖誕期間，公司容許員工對工作有更靈活嘅安排。 

該調查訪問了逾 3,000 位辦公室打工仔女，當問及「在聖誕期間，你比較想選擇在家工作，

還是彈性上班時間？」結果發現，兩個選項佔比相近，有 51%嘅人稱想在家工作，另外 49%

較想有彈性上班時間。 

進行調查嘅公司表示，逾半受訪者選擇比較想「在家工作」，係因為可以節省通勤時間和金

錢，變相可以多花時間見見親朋戚友。 

 

所以話，喺大時大節，只要老細識做少少，無乜蝕底。事關打工仔女開心，返工自然更落力，

提高辦工效率，受益嘅始終係公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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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涉收非法回佣助獲聘 2 建築工人判囚 3 月及賠償 

[2018-11-27]   兩名建築工程公司工人就招聘時索取及收受非法回佣共逾 4.3 萬，事後被

廉政公署起訴。兩人早前在屯門法院承認控罪，署理主任裁判官徐綺薇判刑時指二人濫用職

權謀取私利，本案非單一事件，涉及 4 名事主，而且涉案金額亦不少，最終判首被告即時入

獄 3 個月 6 星期，須向政府賠償 24,725 萬元；次被告則被判入獄 3 個月，賠償 18,725 元。

次被告母親聞刑判後舉手欲求情，並大叫「法律不外乎人情」，但遭徐官拒絕並指被告已有

律師代表。 

 

兩被告求情表示已有悔意，知道案情嚴重，亦願此作賠償，望可輕判。惟徐官稱雖被告表示

收回佣是業界行規，但法庭有責任向公眾表明此舉是違法行為，須遏止貪污風氣，要以社會

福利為依歸，故判處阻嚇性刑罰，二人即時入獄。 

 

同為 32 歲首被告蕭銘漢及次被告龍偉麒，二人為明記建築(鋼鐵)工程有限公司前工人，他

們被控兩項串謀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次被告則另被控一項代理人索取利益罪名。 

 

案情指明記為屯門一個私人住宅發展項目的承辦商，二人正為明記招聘安裝玻璃幕牆及進行

外牆工程的工人。兩人於 2016 年多次介紹 4男子到相關工程工作，惟 4 男子都遭索取回佣，

龍偉麒在 2016 年 6 至 10 月就收受了 37,450 元；而蕭銘漢在 2016 年 4 月到 7 月間收取

了 6000 至 8000 元回佣。蕭甚至曾在工人發薪前一天向其索取每個工作日 200 元回佣，只

是該名工人拒絕其要求。 

 

 

4. 【熱話】新同事破產唔申報 上司話誠信有問題 

[2018-11-27]  本身破產呢家嘢係好個人嘅事，你唔講，其他人亦唔會知，而好多公司在

請人果陣，都冇特別要求求職者要申報係咪破產，部分大公司除外。 

 

近日就有上司意外發現新同事破產，而剛好公司入職表格係要求求職者要申報係咪破產，新

同事就竟然填咗「否」，上司就覺得呢位新同事誠信好有問題，於是打算向 HR 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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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斷人衣食猶如殺人父母，有人就覺得呢位上司咁諗好衰，始終破產並唔係罪，亦唔影

響工作表現，認為如果新同事做到嘢、幫到手，不妨俾條生路佢行，仲叫呢位上司唔好戴有

色眼鏡睇人。  

 

呢位上司就覺得好兩難，一來知道一講俾 HR 聽，同事隨時冇咗份工，而新同事亦叫佢唔好

傳出去，要保守秘密，自己會因為咁冇咗份工。但如果唔講，又怕公司以為佢包庇，到時搞

到埋自己。加上公司問你係咪破產，你答唔係，即係代表個人誠信有問題，連咁小事都講大

話，試問公司點敢再將大事交俾你？ 

他日呢位同事好話唔好聽穿櫃桶底、偷公司資料，上司都唔洗怕俾人話知情不報。 

 

小編唔理事情發展如何，只想講句：打工仔真心唔好太天真，職場係唔會有秘密，如果你真

係有啲唔俾得人知嘅秘密，真係要收埋喺心入面先冇人知。講出來嘅秘密，就唔係秘密了。

請一眾身有屎嘅打工仔做人做事都唔好太天真……  

 

 

其他新聞 2 篇 

1. 北京發布惠台 55 條進一步落實同等待遇    

[2018-11-24]  10 月 23 日，北京市正式對外發布關於深化京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 (以下簡稱若干措施) 涵蓋積極為台資企業在京投資和經濟合作提供同等待遇、鼓勵京

台兩地教育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在京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的台灣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等 3 方面

內容，共 55 條。 

 

若干措施特點鮮明據北京市台辦副主任於鳳英介紹若干措施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全面貫徹

31 條措施，加快政策落地實效。在若干措施 55 個條目中，有 29 條是對 31 條措施的貫徹

落實，這對加快 31 條措施在京落地起到了積極作用。為適應制發台灣居民居住證等一系列

最新惠台措施的出台，市台辦也第一時間聯繫市公安局等相關單位，在全市 16 個區 304 個

戶籍派出所設置了受理窗口，基本實現了窗口全市覆蓋，大大便利了在京台灣同胞的就近申

領需求，同時，也將制發台灣居民居住證等相關內容以兩個專項條目的形式納入到若干措施

中，明確了取得台灣居民居住證的台灣同胞，在京享受 3 項權利、6 項基本公共服務、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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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措施方面，與北京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二是突出北京特色。北京市作為首都，是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

新中心，教育文化和科技創新等方面具有很大優勢，若干措施的內容也充分體現了北京市這

方面的特點。如在京台經濟合作方面，鼓勵台商投資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精尖產業；鼓勵

中關村示範區台資企業以知識產權質押方式向銀行貸款，通過評審的項目，按照當年所需支

付利息的50%給予最高不超過20萬元的補貼等。在教育文化方面，在京註冊從事文藝創作、

文化交流的台資企業，可依照申請條件和程序，申報北京市文化藝術基金項目；在北京市文

化創意大賽中單獨設立台灣賽區，設立單獨獎項；鼓勵台灣同胞來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興

辦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開辦文化創意企業，給予同等的政策扶植等。 

 

三是促進京台多領域深入合作。近年來，京台兩地經濟、教育、文化、衛生、體育、法律、

社區、青年等領域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形成卓有成效的交流機制，有效促進京台多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為使更多的台企、台胞、台灣青年能夠享受到相應的交流合作成果，若干措施中

的相應條目也進行了集中體現。在經貿合作方面，運用京台科技論壇品牌活動，加強京台兩

地工商團體聯繫，聚焦高新技術產業和創新發展，促進項目洽談對接，深化兩地經貿科技交

流合作；在教育文化方面，鼓勵台灣基礎教育機構、台灣中小學校長參加京台基礎教育校長

峰會，建立京台基礎教育學校交流合作機制，促進京台兩地基礎教育共同發展，鼓勵台灣各

界人士和機構參與各類旨在促進京台兩地融合發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交流活動；在

青年交流方面，支持台灣青年參加京台青年創新大賽、兩岸青年交流合作北京峰會、兩岸大

學生系列交流營、職業技能大賽等京台兩地青年交流活動。 

 

四是為在京台胞解決實際問題。若干措施第三部分就集中回應了在京台胞在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方面的需求。如對於在京創業、就業的台灣青年，符合條件的，也可以申請公共租

賃住房；建立在京台生台師政策信息溝通機制，每季度面向在京台生台師發布實習、就業崗

位信息，進行政策信息解讀，截至目前，已有 195 家在京企業為台灣青年提供了 897 個就

業實習崗位；建立台灣青年來京實習就業創業運營平台，目前平台已推出扶 YOU 職上微信

公眾號和網頁窗口，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為台灣青年提供實習崗位和創業就業專業化

服務；打造台灣青年創業品牌，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北京市遠見育成孵化器、北京創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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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清華科技園啟迪之星等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和就業創業示範點，從政策申請、法律咨

詢、金融服務、場地租用等方面為台灣青年創業團隊提供一站式服務。 

 

若干措施充分結合首都優勢作為首善之都，北京主要的優勢在科技創新和教育文化方面，在

制定北京市若干措施的過程中，北京充分結合了這些方面的資源優勢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

要。 

 

首先，從全市的角度來說，北京市率先出台一系列優化營商環境的措施以來，今年市政府又

出台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三年行動計畫暨北京市關於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重要舉措

的行動計畫，就是要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不斷增強企業和社會對北京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的

獲得感，努力打造與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相適應的環境。北京市這些政策措施的出

台，也為台胞、台企在北京投資學習創造更好的機遇。 

 

其次，從惠台的角度來說，今年 31 條推出之後，到目前有 10 個省市出台落實的措施。北

京市自 31 條措施出台之後，一直在加緊梳理調研，若干措施的制定，涉及北京市 40 家相

關的主管單位，經多次修改完善，既要體現北京的特點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還要符合法

律和政策的規定，更要為在京台胞切實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所以直到現在才出台。 

 

再者，在科技創新和教育文化方面。北京市具有較強的優勢：如中關村科技園區是我國科技

教育智力和人才資源最有密集的區域，還擁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等為代

表的高等院校近 90 多所，能夠為台灣同胞來京學習、就業、創業提供更多機遇和更好發展。

在制定北京市若干措施的過程中，北京充分結合了這些方面的資源優勢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

要。如措施第 25、26、35 條等鼓勵台灣青年來京創業的相關政策，就體現北京市在創業和

文化創意方面的優勢。 

 

同時，在前期調研中，北京了解到台胞在京學習就業創業中所面臨的問題，若干措施的規定

更舉針對性，如市人力社保局提到的台胞在京勞動就業在社保方面享受與本市居民同等待遇，

還有第 53 條規定，符合條件的可以申請公共租賃住房，都是針對台胞的需求量身定植的。 

另外，在經貿、文化、科技、衛生、體育、創業、法律、社區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成果納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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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措施中，使更多的台胞能夠享受到京台兩地交流所帶來的實惠。這個也充分考慮到在京

台胞的實際需求以及近期出台的居住證的政策。 

 

若干措施亮點頗多若干措施著眼於使在京的臺胞能夠切實享受實實在在的同等待遇和便利

條件，有不少頗為吸引人的特色政策。 

 

在落實企業同等待遇方面，措施指出，臺灣同胞在大陸投資的企業以下簡稱台資企業按照市

委市政府關於印發加快科技創新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系列檔的通知要求，在新一代信息技術、

醫藥健康、智慧裝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智慧汽車、新材料等領域，可以通過人才、資金、

技術等形式，參與投資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發展要求的高端、智能、綠色製造企業，

與在京註冊的大陸企業享受同等政策。 

 

在京註冊的台資企業，按照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被認定為本市高新技術

企業的，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企業符合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規定條件的，可以在

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設在本市的研發中心經審核認定採購大陸設備，享受全額退還增

值稅，並可享受企業所在區或科技園區所給予的支持政策。 

 

同時，措施鼓勵台商投資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精尖產業，土地出讓底價與大陸企業執行統

一標準；鼓勵中關村示範區台資企業以知識產權質押方式向銀行貸款，通過評審的項目，按

照當年所需支付利息的 50%給予最高不超過 20 萬元的補貼等。 

 

在北京購房和租房的成本高，加之嚴格的限購政策，使得住房問題成為臺灣青年在京發展的

最大困難之一。為此，若干措施中特別規定，人選市、區或園區優秀人才計畫項目的臺灣專

業人才，在住房支持、子女教育、醫療服務等方面可享受相應政策，其中就包含購買自住的

普通商品房，按條件申購共有產權房、申請租房補貼等。對於在京創業、就業的臺灣青年，

符合條件的，也可以申請公共租賃住房。 

 

同時，臺灣居民在京參加社保辦理相關的手續程式流程完全同本市居民一致。其中符合條件

的臺灣居民可以依法申請相關的社保待遇，待遇的水準和條件也完全同本市居民一致。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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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臺灣居民在北京市事業單位就職的問題，北京市將會向社會公開公佈我們的招聘資訊，同

時在北京市人力資源社保局以及相關的招聘單位的官網上同時公佈招聘的資訊。臺灣居民可

以通過這些網站以及相關公佈的各項公佈的消息瞭解招聘資訊。目前已經有一些臺灣居民進

人到北京市的事業單位工作。現在正在進行 2018 年文化服務崗位的招聘活動中，也有部分

臺灣居民參加了報名。 

 

在鼓勵京台兩地教育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措施明確指出臺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在京參與廣播

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制作，可不受數員限制。支持京台兩地開展電影、電視劇等方面的

合作，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做好審批工作。北京市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

線電視網，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不做數量限制。對北京市圖書

進出口經營單位申報的臺灣地區進口圖書建立綠色通道，簡化審批、備案流程。同時段中請

的臺灣圖書可優先辦理相關手續。 

 

 

2. 憂考試怕失業 印度 4 學生集體跳軌自殺 

[2018-11-24]  印度 4 名年齢介乎 17 到 24 歲的青年，因擔心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以及即

將面臨的考試，而在上周四(22 日)相約在阿爾瓦爾(Alwar)跳火車軌自殺，導致 3 人死亡，1

人重傷。 

 

警方指，案發時有 6 名學生走到路軌旁，其中 2 人最終決定不自殺。其中一名沒有自殺的學

生米娜（Rahul Meena）表示，他的朋友對前途感到擔憂，既無法耕種，也找不到工作。 

 

印度的自殺問題甚為嚴重，自殺率亦是最高國家之一。根據官方數據，2015 年有近 9000

名學生自殺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