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来厦工作外籍人士的温馨提示 
 

亲爱的外籍朋友：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厦门。厦门以其优美舒适的环境、深厚的文化

底蕴及开放包容的胸怀，始终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疫情当前，为

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编写了对来厦工作外籍人士的温馨提示，希

望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以开启您在厦门的新生活。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厦门市外国人才服务站 

筼筜街道官任社区 

厦门博爱社工 One-World 项目组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一、 入境前需注意事项 

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报备 

如果您近期计划从境外来厦，或已从国内其他口岸入境拟来厦，请您

如实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提供相关信息，或请单位负责人申报，配合做好相

关疫情防控措施。 

 

二、 入厦后将面临的情况 

（一）直接从厦门口岸入境 

境外入厦人员需接受 21 天隔离观察、四次核酸检测及三次血清检测。

前三次核酸、两次血清在隔离酒店完成，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在

第 21 天完成。 

1.下飞机后，机场防控组工作人员专车直接送到指定隔离酒店。您也

可在机场向防控组工作人员申请入住其他隔离酒店，申请结果视情况而

定。在酒店将接受三次核酸检测、两次血清检测。 

 

2.在厦门没有固定居所的人员，需要在酒店隔离 21 天。 

 

3.在厦门有固定居所的，如果条件满足，可以申请酒店隔离 14 天，

居家隔离 7 天。 

 

申请条件：居家医学观察条件 

居家观察人员，应住在通风良好且设有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拒绝探

访，除患病就诊外，不得外出。如需外出就诊（危急重症除外），需联系

社区工作人员，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上门服务，初步诊断后确需



到医院进一步诊治的，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陪同前往。尽可能限

制活动区域，注意不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接触，确需接触的应至少保持 1 米

距离。保证“一人一室一卫”安全隔离，避免交叉感染。 

 

居家隔离申请流程： 

您需在酒店隔离期结束前 3 天向酒店提出居家隔离申请，随后居住地

所在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是否符合居家隔离条件，工作人员会拍照备

案，再提交给上级审核。 

审核通过后，区防控组通知酒店和社区，社区接到通知后与区酒店协

同办理转接手续，并将您送至家门口（不同车）。一般会在第 14 天或第

15 天时返回家中，具体的时间可以询问酒店。 

您可以选择自行预订出租车返回居住地，但是可能出现被出租车拒载

的情况，因此请提前做好准备。您也可以提前告知社区，由社区协助预定

转车（最大规格为 7 座商务车），费用自理（400 元）。 

 

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注意事项： 

（1）体温监测 

居家观察人员每天两次在相对固定时间（上午、傍晚）测量体温（体

温计自备），以视频形式记录下来，并通过微信发给指定对接的卫生机构

医务人员，做好健康监测记录。 

（2）发热者处理 

医学观察期间，您需要接受社区工作人员微信实时定位（开启位置共

享）、视频面访和必要的监控手段。一旦出现发热（≥37.3℃）、咳嗽、乏力



等症状，应立即通知社区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联系 120 转运到定点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 

（3）居家隔离卫生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居室勤开窗、常通风，居家医学观察人员不与

家属共用任何可能导致间接接触感染的物品，包括牙刷、牙膏、香烟、餐

具、食物、毛巾、衣物和床上用品等。对居家观察人员经常接触的地方和

物品要定期消毒。 

（4）食品保障 

居家医学观察人员不得外出，如单人居住，食品等可由社区居委会协

调物业采取统一代购食材或代购熟食送餐等方式进行保障。 

（5）生活垃圾处理 

每日生活垃圾放置在门口，由物业统一处理。 

 

4. 解除医学观察——《健康管理期满告知书》 

居家隔离对象在第 21 天时应在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不同车）完成核

酸检测和血清检测，若结果全部为阴性，且医学观察人员未出现发热、呼

吸道不适等相关症状，经评估后，由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通知解

除居家医学观察。 

对居家医学观察期间出现拒绝接受医学监测、隐瞒谎报病情、擅自外

出等情形的人员，要立即重新送至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解除医学观察后几天内，可以通过社区拿到《健康管理期满告知书》，

工作、就学或旅行都可能用到。 



 

 

（二）已入境近期拟返厦 

若您已从国内其他口岸入境，近期拟返厦，请在返厦前 3 天提前与居

住地所在社区取得联系，如实申报身份信息、航班信息（动车车次、长途

汽车车次、车号）、入境目的、健康状况、居住住址、联系电话、行程轨

迹、接触史、旅居史等，抵厦后主动向机场（动车站、汽车站）疫情防控

人员说明情况，并积极配合测温检疫及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在厦无固定居所的，需在酒店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直至医学观察

满 21 天，可与在其他城市接受隔离的时间合并计算。 

在厦有固定居所的，可申请居家隔离，居家观察时间为：由居家医学

观察之日起，直至医学观察满 21 天，集中医学观察期间可合并计算。 



 

三、 常见问题 Q&A 

Q:我从其他城市入境，已经在当地接受 14 天酒店隔离，请问回厦门后是

否还需要进行隔离？ 

A:需要接受隔离，直到总隔离天数达到 21 天。如果在厦门有固定居所，

满足居家隔离条件，可申请居家隔离，如果没有固定居所，需到定点酒店

隔离。入厦前需要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报备，进入厦门后，将首先被带到隔

离酒店，在酒店申请居家隔离。 

 

Q:我做完检测后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结果？ 

A:检测结果通常需要 1-3 天，视检测人数而定，不是立即就可以出结果的。

检测结果可在 i 厦门微信公众号查询。 

 

Q:检测结果是阴性，闽政通 APP 的健康码为什么没有变绿？ 

A:拿到检测结果后需要医生确认并操作后方可变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四、外籍人士服务与支持 

如您在厦就业、创业期间需要协助，请联系厦门市外国人才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 0592-2519185,也可通过钉钉扫码加入服务站线上服务平台。 

 

 

若您居住在思明区官任社区，将有专业社工为您提供社区服务及支

持，请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号取得联系。 

 

 

 

 



 

附件 

1.厦门核酸检测单位名单及注意事项 

2.厦门市思明区各社区联系方式 

 

 

 

1-1 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联系方式汇总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1 厦门基源医学检验实验室 
思明区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59 号楼之一
301 

13666085557 

2 厦门麦克奥迪医学检验所 湖里区火炬园新车三路麦克奥迪大厦 2 楼 15159235008 
18905923130 

3 厦门丽宝生医医学检验所 湖里区港中路 1740 号 2 楼 15159230899 
13720883792 

4 厦门达菲医学检验实验室 海沧区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园 B2 号楼一层 18859271986 
13606915856 

5 厦门康达盛医学检验实验室 集美区软件园三期 B 区 20 栋 2-3 层 18250886318 
18120760860 

6 厦门飞朔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同安区西柯镇西洲路 2041 号 3 号楼 4 层 18606920813 
7 厦门泰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同安区西柯镇西洲路 2043 号 3 号楼 5 层 18950027317 

8 厦门生物医药港医疗健康有限公司 海沧区翁角西路 2004 号 3 号楼第三层 18059898030 
15880201823 

9 来复（厦门）医学检验实验室 湖里区湖里大道 33 号 4 楼 18750262511 

 

刘涵钜 Oscar 13600913294 (English Services) 

名称：厦门基源医学检验实验室  

Genokon Medical Laboratory (Xiamen) 

地址：观日路 28 号旁边的篮球场 

中文报告 95 RMB，英文报告 195RMB 

 



 

1-2 各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受理机构信息一览表 

 

序号 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1 思明区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思明区镇海路 10 号 0592-2663686 

2 思明区 厦门市仙岳医院 思明区仙岳路中段 387-399 号 0592-5392555 

3 思明区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思明区湖溪南路 201-209 号 0592-2993323 

4 思明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思明区镇海路 55 号 0592-2137300 

5 思明区 73 集团军医院 思明区文园路 92-96 号 0592-6335588 

6 湖里区 厦门市中医院 湖里区仙岳路 1739 号 0592-5579686 

7 集美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杏林分院 

集美区杏林洪埭 11 号 0592-6248114 

8 集美区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集美区盛光路 566 号 0592-6153520 

9 海沧区 厦门长庚医院 海沧区新阳街道霞飞路 123 号 15359885250 

10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医院 海沧区海裕路 89 号 0592-6589189 

11 翔安区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翔安区翔安东路 2000 号 0592-2889204 

 

 

 



 

2.思明区各社区疫情防控信息联系电话 

 



序号  街道  社区  联系电话  

1 鼓浪屿街道  
龙头社区  0592-2062259 

内厝社区  0592-2065094 

2 鹭江街道  

厦禾社区  0592-2280579 

禾祥西社区  0592-2211035 

大同社区  0592-2023239 

小学社区  0592-2394858 

双莲池社区  0592-2023559 

鹭江道社区  0592-2023205 

营平社区  0592-2036637 

3 中华街道  

文安社区  0592-2983157 

思南社区  0592-2059762 

霞溪社区  0592-2055025 

中山社区  0592-2024247 

仁安社区  0592-2037420 

镇海社区  0592-2100407 

4 厦港街道  

下沃社区  0592-2089110 

沙坡尾社区  0592-2087645 

蜂巢山社区  0592-2087637 

福海社区  0592-2098531 

鸿山社区  0592-2087643 

巡司顶社区  0592-2082321 

南华社区  0592-2092374 

5 

 

 

开元街道  

 

 

 

 

 

 

 

开元街道  

虎溪社区  0592-2078556 

溪岸社区  0592-2031910 

深田社区  0592-2032572 

阳台山社区  0592-2910174 

坑内社区  0592-2912951 

西边社区  0592-2035515 

后江社区  0592-2202539 

希望社区  0592-2210815 

湖滨社区  0592-2208767 

美湖社区  0592-2291652 

美仁社区  0592-2230403 

天湖社区  0592-2239050 

振兴社区  0592-5057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