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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舟外籍人才服务细则指南
（市…本…级…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实施人才发展新政策打造

海洋经济人才新高地的意见》( 浙舟新党发〔2016〕11

号 )、《服务“四个舟山”建设高水平打造海洋经济人

才新高地行动计划》（舟委办发〔2017〕94号）精神，

更好服务保障在舟外籍人才，加快集聚中国（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籍人才，特制定本细则。

一、出入境管理

（一）永久居留

1. 适用范围

（1）符合《中国（浙江）自贸区外籍高层次人才

认定标准》（详见附件 2）的外籍人才经自贸区管委会

等单位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2）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在当地工

作，或外籍华人在本地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在中国

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 6 个月，可直接申请在华永

久居留。

（3）已在当地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在中国境内

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6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

工资性年收入和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规定标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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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推荐的外籍人员，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并允许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随同申请。

2. 申办流程

受理—审核转报—公安部审批—发证

3. 申办材料

政策措施 1：对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自贸区管委会等单位推荐，

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应填写《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并提

交下列材料：

（1）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2）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者经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

证明书；

（3）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

明；

（4）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

（5）自贸区管委会等单位出具的《外籍高层次人

才办理永久居留推荐函》副本；

（6）外国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随同申请，属于

配偶的，需提交婚姻证明；属于未成年子女的，需提

交本人出生证明或者亲子关系证明；属收养关系的，



·3·

需提交收养证明；

（7）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政策措施 2：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在

当地工作，或外籍华人在本地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

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 6 个月，可直接申请

在华永久居留。

应填写《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并提

交下列材料：

（1）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2）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者经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

证明书；

（3）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

明；

（4）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

（5）曾经拥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户籍、身

份证等可证实曾经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材料复

印件，或具有中国血统的其他证明材料。

（6）交验教育学历学位证明，境外高校出具的学

历学位证明须由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或国家教育部门

指定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

（7）工作单位的登记证明及出具的证明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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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明；

（9）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政策措施 3：外籍人员已在当地连续工作满 4年、

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 6 个月，有稳定

生活保障和住所，工资性年收入和年缴纳个人所得税

达到规定标准，经工作单位推荐，可以申请在华永久

居留，并允许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随同申请。

应填写《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并提

交下列材料：

（1）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2）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者经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

证明书；

（3）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

明；

（4）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

（5）工作单位出具的推荐函；

（6）最近 4 年工资收入证明（按 2015 年舟山平

均工资 54055 元计算，税前年收入 30万人民币以上）、

税务机关出具的最近 4 年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年缴

税额 6万元人民币以上）；

（7）外国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随同申请，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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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还需提交婚姻证明；属于未成年子女的，还

需提交本人出生证明或者亲子关系证明；属收养关系

的，还需提交收养证明；

（8）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4. 申办地址

舟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舟山市临

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舟山市自贸服务大厅二楼）

5.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刘峥

联系电话：0580-2072077

6. 办结时限

45 个工作日

7. 收费依据及标准
序号 内容 金额 依据

1 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费 1500 元 / 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
改价格 [2004]1267 号）

2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费 300 元 / 证

3 换发（有效期满或内容变更） 300 元 / 证

4 丢失补发或损坏换发 600 元 / 证

8. 送达方式

窗口领证

（二）签证及居留许可

1. 适用范围

（1）符合《中国（浙江）自贸区外籍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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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标准》（详见附件 2）或《中国（浙江）自贸区选

聘的外籍人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认定标准》（详

见附件 3）的外籍人才。

（2）在我国高校毕业，具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外国

留学生。

（3）探望来舟居留外籍人才的亲属（外籍人才的

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

2. 政策措施

（1）外籍人才申请办理签证、居留许可，可以由

邀请单位或者个人、申请人的亲属、有关专门服务机

构代为申请。

（2）申请 R 字（人才）签证者，可以签发入境有

效期不超过 5年，停留期不超过 180天的零次、一次、

二次或者多次签证。

（3）申请工作类居留许可者，可以签发不过过 5

年的居留证件。

（4）对具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外国留学生，可以凭

我国高校毕业证书申请 2 至 5 年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

留许可（加注“创业”），进行毕业实习及创新创业

活动。期间，被有关单位聘雇的，可以按规定办理工

作类居留许可。

（5）探望在舟居留外籍人才的，可以办理与被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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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人在华期限相一致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证件，或者办

理入境有效期不超过 3 个月，停留期不超过 180 的零

次或者一次 S2 字（私人事务类）签证。

3. 申办流程

受理—审批—发证

4. 申办材料

填写《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并提交以下申

请材料：

（1）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2）一张符合规定要求的照片；

（3）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

A. 申请 R 字（人才）签证者，应当提交邀请、接

待单位证明函件，未备案的单位还应当提交依法登记

证明。

B. 申请工作类居留许可者，应当提交当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外国专家主管部门出具的工作许可证

明以及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函件。

C. 创新创业的外国留学生，应当交验本人获得的

我国高等院校毕业证书、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申

请人创新创业证明材料及邀请接待单位证明函件；

D. 外籍人才的亲属申请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的，

持 S1 签证入境者，提交被探望人出具的说明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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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件和居留证件；持其他种类签证入境者，提交被

探望人出具的函件、居留证件和亲属关系证明。申请

S2 签证的，提交被探望人出具的函件、外国人居留证

件和家庭成员关系证明。

E. 申请有效期 1 年以上的居留证件的，应当按照

规定提交健康证明。健康证明自开具之日起 6 个月之

内有效。

F. 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5. 申办地址

（1）舟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舟

山市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舟山市自贸服务大厅二

楼）

（2）普陀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证大厅（普

陀区东港街道海莲路 91 号房管大楼二楼）…………

（3）岱山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证大厅（岱

山县高亭镇飞舟路 1号）

6.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刘峥

联系电话：0580-2072077

7. 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8. 收费依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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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金额

1 零次签证 160 元

2 一次签证 168 元

3 二次签证 252 元

4 半年多次（含半年）签证 420 元

5 一年（含一年）至五年（含五年）多次签证 672 元

6 增加、减少携行人 160 元

注：对等国家签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签证费

9. 送达方式

窗口领证

（三）口岸签证

1. 适用范围

（1）经省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企业

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

（2）有关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

才。

2. 申办流程

（1）口岸签证机构受理 -- 审批—发证

（2）代受理（舟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转

交口岸签证机构—审批—发证

3. 申办材料

政策措施 1：对经省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

案的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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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口岸申请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入境

进行实习活动；持其他种类签证入境的，也可在境内

申请变更为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进行

实习活动。

应填写《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或《外国人口

岸签证申请表》，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2）一张符合规定要求的照片；

（3）境外高校在读证明或学籍证明；

（4）境外高校与实习单位的协议及实习活动安排

计划；

（5）实习接收单位证明函件；

（6）口岸签证机关或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要求提

交的其他材料。

政策措施 2：有关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和高级

管理人才，办妥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在入境口岸申请

工作签证入境；来不及办理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凭企

业出具的邀请函件申请人才签证入境。

填写《外国人口岸签证申请表》并提交以下材料：

（1）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2）一张符合规定要求的照片；

（3）邀请接待单位出具的证明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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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工作签证的，须提交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明；

（5）申请人才签证的，须提交符合高层次人才认

定标准的证明材料或者外国专家局出具的相关证明函

件；

（6）口岸签证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4. 申办地址

（1）口岸受理：经公安部委托的浙江省口岸签证

机关。

（2）代受理：舟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证大

厅（舟山市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舟山市自贸服务大

厅二楼）

5.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刘峥

联系电话：0580-2072077

6. 办结时限

申请人抵达口岸后签发

7. 送达方式

口岸签证机构窗口领证

8. 收费依据及标准
序号 内容 金额

1 一次签证 168 元

注：对等国家签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签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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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出入境管理部门便民服务措施

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受理大厅提供周六办

证服务

办证时间：周六上午 9：00-11：30；下午 13：

30-16：00

办证地点：舟山市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自贸区

综合服务大厅二楼出入境窗口

二、节假日预约办证服务

联系电话：0580-2072077；

三、24 小时出入境办证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13386682981

四、往来港澳台旅游再次签注24小时自助办证服务

1. 办证类别：往来港澳团队旅游再次签注、往来

台湾团队旅游、个人旅游签注

2. 办理范围：持有效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的省内

户籍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纳入出国境登记备案管

理的人员除外）

3. 办理地点：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自贸区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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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浙江）自贸区

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外籍高层次人才，是指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外国人：

一、知名奖项获得者及知名专家、学者

1. 诺贝尔奖 ( 科技类 )、菲尔兹奖、沃尔夫奖、

克拉福德奖、图灵奖、普里茨克建筑奖等国际知名奖

项获得者或提名者；

2. 中国政府“友谊奖”、“国际科技合作奖”等

国家级对外表彰奖项获得者；

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 其他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外籍

知名专家、学者。

二、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

1. 中央“千人计划”入选者；

2. 人社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及国家外专局、中

科院等国务院直属机构确定的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3. 浙江省“千人计划”入选者。

三、创新创业人才

1. 在自贸区油品等大宗商品储运、加工、交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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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以及航空航运、国际海事服务、金融服务、海

洋旅游、高新科技等重点领域骨干企业中的高级管理

人才、技术人才和科研骨干；

2. 高等院校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副教授、副

研究员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

3. 重点实验室、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等机构的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和科研骨干；

4.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

或专有技术出资，连续二年投资情况稳定、企业实际

投资累计不低于 50 万美元，个人股份不低于 30% 的企

业创始人。

四、符合国家外专局、人社部、外交部、公安部

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 外

专发 2017（40）号 ]…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 A 类标准的

其他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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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浙江）自贸区企业选聘的

外籍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认定标准

有关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是

指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

一、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

经历的外籍专业人才。符合以下条款规定之一的：

1.在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

体育等特殊领域从事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管理

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2. 执行中外政府间协议、国际组织间协议、中外

经贸和工程技术合同的人员。

3.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聘雇人员和境外专家组

织驻华机构代表。

4. 跨国公司派遣的中层以上雇员、外国企业常驻

中国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和代表。

二、在中国境内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优秀

毕业生。

三、在国（境）外排名前 100 名的高校取得硕士

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

四、在自贸区油品等大宗商品储运、加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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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以及航空航运、国际海事服务、金融服务、

海洋旅游、高新科技等重点领域骨干企业的高级管理

人才、技术人才和科研骨干。

五、自贸区重点实验室、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工

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技术

创新服务平台等机构的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和科研骨

干。

六、自贸区内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或实际

缴付注册资本金在 1000 万人民币以上企业；或近 2 年

内累计缴付税额 100 万人民币以上企业的副总以上高

级管理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

七、在自贸区高新科技领域实际缴付注册资本在

50 万美元以上，连续 2 年投资情况稳定的企业科研技

术骨干和高级管理人才。

八、在自贸试验区创办企业的创始人（注册资金

不低于 50 万美元，个人股份不低于 30% 的股东）。

九、自贸区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创新创业团队中

担任总监及以上职务或者持股 5% 及以上的外籍成员。

十、其他为自贸区急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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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许可

（一）适用范围

1. 用人单位基本条件：依法设立，无严重违法失

信记录；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

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支

付所聘用外国人的工资、薪金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的，

需经过批准。

2. 申请人基本条件：应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

无犯罪记录，境内有确定的用人单位，具有从事其工

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或相适应的知识水平；所从事的

工作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国内急需紧缺的

专业人员；法律法规对外国人来华工作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3. 申请人其他条件：申请人除具备基本条件外，

还须符合以下任一外国专家人才类别认定条件。外国

高端人才：外国高端人才是指符合“高精尖缺”和市

场需求导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家、科技

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特殊人才等，以及符合

计点积分外国高端人才标准的人才。外国高端人才可

不受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外国专业人才：外

国专业人才是指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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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具有学士及以

上学位和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 60 周

岁；对确有需要，符合创新创业人才、专业技能类人

才、优秀外国毕业生、符合计点积分外国专业人才标

准的以及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可适当放宽年龄、

学历或工作经历等限制。国家对专门人员和政府项目

人员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他外国人员：其他外国

人员是指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的其他外国人员。

（二）申办流程

1. 帐号注册。用人单位或受委托的专门服务机

构在线注册账号（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http://fwp.safea.gov.cn/）。

2. 网上申请。用人单位登录系统，在线提交申请

信息，并提供相关电子材料，非中文证明材料均需提

供中文翻译件，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但护照或国际

旅行证件除外。

3. 现场受理。网上预审通过之后，用人单位到舟

山市自贸服务大厅现场提交相关材料，并提交原件核

验。

4. 审查决定。符合条件、标准的，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决定，用人单位可在线打印《外国人工作许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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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颁发《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等。

（三）申办材料

1. 帐号注册。用人单位或受委托的专门服务机构

信息注册表、合法登记证明、负责人及经办人身份证明、

行业许可证明文件。

2.申办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来华工作90日以上，

不含 90 日）。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工作资历

证明、最高学位 ( 学历 ) 证书或相关批准文书、职业

资格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体检证明，聘用合同或

任职证明 ( 包括跨国公司派遣函）、申请人护照或国

际旅行证件、申请人 6 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随行家

属相关证明材料，提供缴纳社会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

相关证明材料及其他材料。

3. 申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必须入境后 15 日

内办理 )。申请人所持签证 (Z 字或 R 字 ) 或有效居留

许可、聘用合同、体检证明(注意：申请人应补充填写《外

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中有关申领外国人工作许

可证部分信息。申请材料未提交原件核验的，申领《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时应提交原件核验。采用承诺制的

证明材料，可不再提供纸质材料。

4. 直接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来华工作 90

日以上，不含 90 日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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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应按申请《外国人

工作许可通知》和申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提交全

部申请材料：

A. 持其他签证或有效居留证件已入境的外国高端

人才。

B. 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但工作岗位

(职业 )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

C. 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或子女、在华永久居留或

工作的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持有效签证或在有效期

内的居留许可的。

D. 符合自由贸易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相关优

惠政策的。

E. 用人单位符合享有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相关

优惠政策的。

F. 企业集团内部人员流动的。

G. 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

H. 已持工作签证依法入境的驻华机构代表人员 ;

已获得来华工作 90 日以下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在

其停留有效期内，被境内用人单位依法聘用的。

I. 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

5. 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延期。

用人单位在原岗位继续聘用申请人的，应当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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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的来华工作许可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决定机构提

出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延期申请表、聘用合同

或任职证明、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签证或有效期内

的居留许可签证或有效居留许可、《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及其他材料。

6. 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信息变更。

申请人个人信息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

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许可决定机构提出申

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变更申请表，申请变更事项

的证明文件。

7. 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证》补办。

申请人应当自证件遗失之日或发现遗失之日起在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上登载声明，并向许可

决定机构申请补办。证件损毁的，申请补办时需携带

原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补办申请表，申请人遗失

或毁损情况说明。

8. 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注销。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自动

注销；依法被撤销、撤回的，以及许可证件依法被吊

销的，由决定机构注销。申请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

力或者提前终止合同、解除聘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

当于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决定机构申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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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用人单位被终止的，申请人可以向决定机构申请

注销工作许可。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注销申请表，聘

用关系解除、合同终止或其他与注销原因相关的证明

材料。

（四）申办地址

舟山市自贸服务大厅二楼（舟山市临城街道翁山

路 555 号）

（五）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刘诗琦

联系电话：0580-2280024

（六）办结时限

1.《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10 个工作日

2.《外国人工作许可证》：10 个工作日

（七）送达方式

窗口领证或快递送达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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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女教育

（一）适用范围

根据《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舟

组 [2017]20 号），经市人才工作联席会议认定的各类

外籍人才，其子女可享受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普

通高中阶段教育服务。

（二）申办流程及材料

1. 申请。向市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提出就学申请，

向市教育局申领《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

（JW202版）。外籍人才子女在学年招生期间申请就学，

应在招生当年 6 月底前提出就学申请。在学年中途申

请就学，可即时提出就学申请。外籍人才一般只能提

出一次子女就学申请。若遇学段内多次申请，可对其

申请不予受理。

2. 受理。

（1）加盖市外侨办盖章的《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

证申请表》（JW202 版）。

（2）护照、工作许可证、居留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市人才办出具的人才认定文件或证明。

（4）入学对象身份证明材料，能有效证明申请就

学对象与人才系亲子关系。

（5）由所在单位出具外籍人才工作单位及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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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实际居住地（或提供房产证原件、复印件）证明。

3. 办理。外籍人才按照新区人才类别享受相应政

策，省部级领军（C 类）及以上层次人才的子女，属于

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段的，可根据本人意愿安排公

办学校就读；属普通高中段的，可安排到与其学习成

绩相当的公办高中就读。新区特优人才（D 类）和新区

高级人才（E类）子女，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段的，

按相对就近原则，安排到相应公办学校就读；属普通

高中段的，可选报（或转入）父母居住地或工作地的

相应层次的普通高中，享受本行政区其他学生同等待

遇。夫妻双方均通过人才认定的，按“从高、不重复”

原则享受子女入学待遇。

引进人才子女在学年招生期间申请就学的，主管

教育局应根据当地统一安排的招生进程予以同期办结。

引进人才子女在学年中途申请就学的，主管教育局应

在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

4. 告知。市人才公共服务中心应及时将外籍人才

子女就学安排结果告知申请人，通知申请人按期到相

关学校办理入学（园）手续，并告知相关事宜。

（三）申办地址

舟山市港航国际大厦裙楼 2 楼人力社保综合服务

窗口（舟山市定沈路 6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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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周波

联系电话：0580-2290769

（五）办结时限

视具体办理事项而定

（六）送达方式

由教育局负责电话通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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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疗服务

（一）适用范围

根据《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舟

组 [2017]20 号），经市人才工作联席会议认定的各类

外籍人才或符合《中国（浙江）自贸区外籍高层次人

才认定标准》的各类外籍人才，其本人、配偶及子女

可在舟山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就医。

（二）就医流程

1. 挂号就诊。普通外籍人才患者可在国际保健门

诊挂号就诊（白班时间）或在普通门诊及急诊科挂号

就诊（夜间或节假日时间）。如需住院治疗，经专家

会诊同意后办理住院手续，转入国际医疗保健中心住

院治疗。符合条件的高层次外籍人才患者可直接在国

际医疗保健中心病房挂号就诊（中心内提供挂号、收费、

出入院等一站式服务）。

2. 提交材料。外籍人才本人、配偶及子女在舟山医

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就医时，需提供以下有效材料：

A. 护照、工作许可证、居留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B. 市人才办出具的人才认定文件或证明。

C. 来华工作证。

3. 入院治疗。外籍人才患者治疗期间由国际医疗

保健中心医护人员提供精心服务，外籍人才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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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检查、转运、诊治过程均由医务人员陪同进行。

如遇急诊外籍人才患者、病情危重外籍人才患者，

由急诊科第一时间抢救治疗，并通知国际医疗保健中

心和相关专科进行会诊，根据病情收治入重症监护病

房、相应专科或国际医疗保健中心，待病情稳定后，

收治入重症监护病房、相应专科的患者可根据需求转

入国际医疗保健中心继续治疗。

4. 健康管理。对所有在国际医疗保健中心治疗的

外籍人才，建立健康档案，出院后进行定期随访和健

康管理服务。（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4）

（三）特别说明

1. 外籍人才患者就医时，原则上须翻译人员陪同。

2. 外籍人才如遇危重病情、特殊病情，必要时可

联系中飞航空进行空中急救转运，由直升机送至浙二

医院急救中心（空中飞行时间约 30 分钟）。

（四）地址

国际保健门诊：舟山医院门诊 4 楼（舟山市新城

定沈路 7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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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舟山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外籍患者就诊流程图

普通患者

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门诊四楼

国际保健

门诊就诊

（白班时

间）

普通门 诊

或急诊 科

就诊（夜间

或节假 日

时间）

预约患者

VIP患者

特殊外籍患者

住院部 19 楼

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出院后建立健康

档案，予定期随访

及健康管理

急诊患者

病情危重患者

急诊科

国际医疗保健中

心、重症监护病

房或相应专科

直升飞机送至

浙二医院急救

中心

出院后建立健康

档案，予定期随访

及健康管理

符合住院标准

病区内完成门诊

挂号、收费、出入

院办理，日常订餐

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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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民卡服务

（一）适用范围

根据《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舟

组[2017]20号），经市人才工作联席会议认定的各类外

籍人才，其本人、配偶及子女办理市民卡，享受市民待遇。

（二）申办流程

1. 提出申请。申领市民卡由外籍人才所在单位或

者个人向市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舟

山外籍人才申领市民卡信息登记表》（详见附件 5），

由市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每月汇总审核后，统一提交市

经信委办理有关申领手续。

2.提交材料。外籍人才、配偶及子女申领市民卡时，

需提供以下有效材料：

（1）《舟山外籍人才申领市民卡信息登记表》

（由经信委编制，包含申请人姓名、专属职业、专

属行业、国籍、性别、个人证件类型、个人证件号

码、证件有效期、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

子照（32mm*26mm，白底，和身份证照片格式一致，

直接以证件号码命名）等）。

（2）护照的原件及复印件。

（3）市人才办出具的人才认定文件或证明。

（4）外籍人才配偶、子女身份证明材料，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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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申请对象与人才系夫妻、亲子关系。

3. 办理卡片。市经信委统一接收外籍人才市民卡

申领材料，并及时办理好相应卡片。

4. 卡片发放。外籍人才市民卡办好后，市经信委

应交由市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统一发放，市人才公共服

务中心应及时通知申请人前往领取。

（三）特别说明

1. 外籍人才市民卡日常使用与管理按照《舟山市

市民卡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2.…外籍人才市民卡因编码规则不能录入国家身份

证编码系统，故外籍人才市民卡在有需要验证身份信

息的场所，如实名制刷卡通关购票（目前仅限普朱航

线）、金融功能加载等场合无法使用，其他如医保刷

卡（仅限参加社保的外籍人才）、公交、自行车、咪

表停车、图书借阅等可正常使用。

（四）申办地址

舟山市港航国际大厦裙楼 2 楼人力社保综合服务

窗口（舟山市定沈路 619 号）

（五）联系人及电话

服务中心联系人：解群燕；联系电话：0580-2285285

市民卡中心联系人：夏昭瑜；联系电话：0580-2281667

（六）办结时限

收到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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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领取方式可填自取或单位领取。

附件 5

舟山外籍人才申领市民卡信息登记表

姓名 性别
电子照一张

（32mm*26mm，白底，
和身份证照片格式一致，
直接以证件号码命名）

国籍 联系电话

个人证件
类型

个人证件
号码

个人证件
有效期

联系地址 是否在舟
缴纳社保 领取方式

备注

单位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才服
务中心审
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民卡中
心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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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保服务

（一）适用范围

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依法招用的

外国人。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是指依法获得《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外国专家证》、《外国常驻记者证》

等就业证件和外国人居留证件，以及持有《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在中国境内合法就业的非中国国籍的人员。

（二）所需材料

1.《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复印件。

2.《社会保险参保单位职工增减表》一式两份。

3. 护照复印件。

（三）办理流程

收件 -受理 -审核 -办理 -办结

（四）特别说明

1. 参加社会保险的外国人，符合条件的，依法享

受社会保险待遇。

2. 在达到规定的领取养老金年龄前离境的，其社

会保险个人账户予以保留，再次来中国就业的，缴费

年限累计计算；经本人书面申请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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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将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

人。

3. 外国人死亡的，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可以

依法继承。

（五）申办地址

舟山市港航国际大厦裙楼 2 楼大厅社保专窗（舟

山市定沈路 619 号）

（六）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夏静波、鲍文文

联系电话：0580-2024821、2601126

（七）办结时限

当日受理，当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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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融服务

（一）借记卡办理

1. 外籍人才向营业机构申请开立借记卡时，需向

经办柜员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临时

身份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

陆通行证、护照等）。

2. 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以及合法委托书。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证明代理关系

的，应要求代理人出具证明代理关系的公证书。

3. 提供身份证件需真实有效，符合实名制规定。

（二）信用卡办理

满足以下条件的外籍人才来舟工作可以携带有效

身份证件（护照或港澳台通行证等）及相关收入证明

等资料到银行网点办理：

1.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原则上工作

单位或经常居住地应在发卡机构所在地；

2.外籍及港澳台主卡申请人年龄须在25周岁（含）

至 65 周岁（含）之间 ;

3. 拥有固定工作、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可靠的还款

保障。

（三）个人外汇业务

办理个人外汇业务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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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或港澳台通行证等），如为代理，委托人和代办人

双人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其中，

占用年度额度的结售汇，需同时提供代办人与委托人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四）理财产品业务

外籍人才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或港澳台

通行证等）、借记卡等到营业网点购买理财产品，并

提供国内的收入证明和居住证明。购买理财产品需填

写相关理财产品协议书、产品风险揭示书等资料。

（五）联系人及电话

1. 工商银行舟山分行

联系人：张……璐；联系电话：0580-2026042

2. 农业银行舟山分行

联系人：张群芳；联系电话：0580-2024449

3. 中国银行舟山分行

联系人：吴亦芸；联系电话：0580-2068046

4. 建设银行舟山分行

联系人：沈……舒；联系电话：0580-2066251

5. 交通银行舟山分行

联系人：张静琦；联系电话：0580-226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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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项

1. 涉及到人才引进和激励相关事项的申请办理均

实行一站式受理，由市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统一受理，

流转办理。

2.本细则相关条款由舟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

市经信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人力社保局、市

卫计局、舟山银监分局等部门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