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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福建日报报道

记者从福州海关获悉，“五

一”后携带宠物入境检疫监

管有新规。据 2019年 5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携带入境宠物检疫要求》

规定：每人每次只能携带 1

只犬或 1只猫入境，犬、猫要

植入电子芯片，并随附检疫

证书、疫苗接种证书。

今后，如果来自指定国

家或地区，“两证”齐全，芯

片符合要求，且现场临床检

查合格的，可免予隔离检

疫；如果来自非指定国家或

地区，除满足上述条件外，

还必须提供狂犬病抗体检

测报告，才能免予隔离检

疫，否则只能从具有隔离检

疫设施条件的口岸入境，并

在海关监管下接受为期 30

天的隔离检疫。

海关提醒有相关需求

的人员，根据海关总署 2019

年第 5 号公告要求，提前做

好各项准备。相关航空公

司、船舶客运公司，特别是

开通非指定国家或地区至

不具隔离检疫设施条件口

岸航线的，也应了解最新检

疫要求，避免承运不符合要

求的宠物入境。

指定国家或地区：新西

兰、澳大利亚、斐济、法属波

利尼西亚、美国夏威夷、美

国关岛、牙买加、冰岛、英

国、爱尔兰、列支敦士登、塞

浦路斯、葡萄牙、瑞典、瑞

士、日本、新加坡、中国香

港、中国澳门。

具备进境宠物隔离检

疫条件的口岸：北京首都机

场、北京西站、上海虹桥国

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上海火车站、上海国际

客运中心、吴淞口国际邮轮

码头、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

机场、阿拉山口。 （郑璜）

海外青年侨胞“一带一路”访问团

到访三明
本报讯 近日，三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

明光会见了罗马尼亚、意大利青年侨胞“一带一

路”访问团一行，双方进行亲切交谈。

肖明光代表市委统战部对罗马尼亚、意大利

青年侨胞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侨团在外发展

自己的同时，不忘为家乡和祖国做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他希望，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侨团在外发展

能够尊重居住国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引导侨

胞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也希

望侨团要关心和重视新生代明籍侨胞，将他们吸

引到侨团中来，发挥侨社桥梁作用，凝聚人心，共

享资源，搭起连接家乡的纽带，促进三明与中东

欧国家合作与交流，做好中罗、中意经贸合作交

流的“民间使者”。

罗马尼亚福建同乡会执行会长、访问团团长

江继清表示，祖国的强大，增强了旅外华侨华人

的民族自豪感和在国外生活创业的自信心。今

后，将进一步促进三明与罗马尼亚的经贸文化合

作与交流，为祖国和家乡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意大利福建商会副会长、访问团副团长温日

初对家乡三明在城市建设和对外交流方面所取

得成绩表示赞赏。他表示，此行返乡感受到了三

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增进了对祖国的感情，

旅意访问团将利用这次机会多交流、多学习，回

意大利后将积极搭建意大利与三明的交流合作

平台，进一步深化友谊，加强双方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合作与交流。

罗马尼亚福建同乡会副会长、世界福建青年

联会罗马尼亚分会秘书长陈明生简要介绍了罗

马尼亚福建同乡会的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一定

努力团结侨胞，发挥同乡会优势，搞好会务建设，

为三明与罗马尼亚经贸合作与交流交往做出积

极贡献。 （连传芳）

罗源县侨联邀侨界代表座谈

共商经济发展
本报讯 据福州罗源县侨联消息，近日，罗源

县侨联举办 2019 年侨界代表人士新春座谈活

动，组织海外侨胞、侨资企业、归侨侨眷代表约 30

人赴起步镇水口洋村观摩罗源县乡村十大特色

美食大赛活动、考察罗源湾开发区侨资企业福建

追随者实业有限公司。

罗源县侨联通报了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详

细汇报组织建设、脱贫攻坚、联谊联络等方面的

工作情况，并推介了罗源县招商惠企政策，大家

就如何发挥侨联优势，紧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中取得实效的主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罗源县委常委、统战部长林家枢希望侨界紧

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为罗源县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要把侨联工作与联

络外商、引进项目结合起来，凝聚侨界力量，做好

招商引资项目，助推罗源经济社会发展；争取更

多海外侨胞来罗源投资兴业，为家乡经济建设增

砖添瓦。

闽北籍返乡过年侨领

到访南平市侨联
本报讯 春节期间，美国侨胞林平生、林建生

兄弟一家、老挝中国福建商会会长陈熊官、美国

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林方、缅甸福建商会副

会长林回春等闽北籍侨领侨胞先后到访南平市

侨联。

南平市侨联主席黄伟对海外侨领侨胞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侨领详细了解所在国的侨

情，重点了解闽北籍侨胞创业及生活情况，对他

们在外打拼的同时，不忘办好侨社、凝聚侨心、为

侨服务的义举表示赞赏。并向他们介绍闽北近来

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广大闽北籍侨胞继续

拓展联谊面、扩大朋友圈，成为侨联联系海外侨

胞的桥梁纽带；一如既往关注、关心家乡发展，积

极组织海外侨胞回乡考察投资兴业。 （魏敏）

本报讯（通讯员刘育芳）

2 月 20 日，致公党福建省委

副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徐平

东到厦门市交通研究中心

走访调研，听取交研中心重

点实验室建设情况，市规划

委由欣主任陪同考察，市科

技局体系创新处孙笑东处

长参与调研。

徐平东一行参观了交研

中心办公场所，详细了解交

研中心成立以来的发展情

况，重点听取了关于“厦门市

交通信息与交通规划重点实

验室”的建设情况。徐平东对

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给予了充

分肯定，他指出未来交通的发

展一定需要精准的数据分析

作为支撑，鼓励交研中心继

续深入研究，认真做好交通

大数据分析相关工作，为厦

门交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争取打造出“厦门模式”，为

其他城市提供可借鉴经验。

本报讯（通讯员林桂桢林小芬）

2月 25日上午，“加快石斛产业创新

助力乡村经济发展”高端研讨会在

厦门灵玲大酒店开幕。来自国内外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石斛行业代表

等齐聚一堂，围绕石斛产业发展和

乡村振兴等展开为期两天的研讨。

活动由厦门市科协技术协会指导，

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主

办，集美区农林水利局、集美区科

协、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等支持。

本次研讨会整合学界业界专

家资源，把脉石斛健康产业发展方

向，探索新时代“农研文旅商”融合

发展的新路径，探讨石斛产业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25 日的研讨会上，厦门市科

协为 2018 年获评厦门市院士专家

工作站的 3 家企业———厦门塔斯

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罗普特（厦

门）科技集团公司、厦门长庚医院

有限公司授牌。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联辉表示，

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

士专家工作站将发挥院士专家的

技术引领作用，为厦门市科技咨

询、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乡村振

兴等提供有益支持，推动地方科技

创新和经济发展。

中科院院士、杂交水稻育种专

家谢华安表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和产业振兴要紧紧抓住科技支撑、

企业带动、生态安全、种子种苗四个

关键点，形成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展。厦门农业和中药材产业的第一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在厦门集美

区，这说明集美区的发展环境、营商

环境、科技工作环境优异。厦门塔斯

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

站必将为集美区乃至厦门市的科技

咨询、技术引进、成果转化、产学研

合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提供有益

的支持和服务，将积极推动当地科

技创新、经济发展。

菲律宾乡亲回同安访问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卫红） 2 月 18

日，菲律宾漳厦龙同海联乡总会、商会

2019 年春季回乡经贸考察团一行 23

人，在该会永远名誉理事长叶金强、该会

名誉理事长马荣聪和该会理事长游瑞琼

的带领下到访同安。

经贸考察团一行受到同安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樊荣兵、区政协副主席洪祖溢、

统战部副部长郭斌超、工商联书记彭明

赞、区侨联主席林一亭、副主席李卫红等

的热情接待。

漳厦龙同海联乡总会秘书长王建

璋提出，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将申办第

十三届世界同安联谊会，并发出邀请，

希望同安区政府组团参加该会将于今

年 7 月举办的第三届商会职员就职典

礼。宾主双方畅叙乡情，探讨加强联谊

交流事宜。

据介绍，菲律宾漳厦龙同海联乡总

会，是由祖籍漳州市龙溪县、海澄县(现

合并为龙海市) 与同安县三地旅菲乡亲

于 1960 年成立，有会员 400 多人。

同安区侨联

新春归侨座谈
加强侨联基层组织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杨苗娥）2 月 20 日

下午，同安区侨联举行 2019 年归侨新春

座谈会。同安区侨联主席林一亭、副主

席叶水龙参加了座谈会。

林一亭向与会老归侨送上新春的祝

福，通报 2018 年度区侨联工作情况，并

围绕新时期做好侨联工作这一议题向

老归侨征求意见建议。大家畅所欲言，

分享自己回国工作成长的心得体会。

区侨联退休老干部倪东风表示，当

前侨联工作重点在于基层，建议进一步

加强侨联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侨联

组织活力。

竹坝开发区侨联主席 达明表示，

自己从小回国，经历了祖国由贫穷到强

大的过程，这种体会感触愈加深厚。作

为一名侨务工作者，当前侨情变化正应

对新形势的挑战，无论从工作方式还是

思想层面，都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竹坝开发区几位老归侨也分别发言

谈感受。希望竹坝归侨积极支持竹坝五

显片区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建设。

本报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因

网站改版升级，厦门市留学人员服

务平台将于 3 月 1 日(周五)9 时起

至 3月 6 日 23 时 59 分(周三)停止

登录使用。

据悉，升级后的留学人员

服务平台将并入厦门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办事服务

大厅，留学人员业务使用人社

局个人网厅、单位网厅账号办

理，网址：http://hrss.xm.gov.cn/。厦

门市人社局提醒，请于 2 月 28 日

前办结已申请业务，未办结的

业务在新系统启用之后需使用

人社局网厅账号重新申请办

理，如果近期需要办理相关业

务则务必安排好办理时间。

（何无痕）

八闽侨声

“加快石斛产业创新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高端研讨会在厦召开

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平台
3月 1日至 6日停止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