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环球侨讯2019 年 11 月 22 日

编辑：翁舒昕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旨在促进厦门和澳大利

亚各方面交流的澳大利亚厦

门商会暨联谊会，11 月 15日

晚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举办

首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暨周年

庆典大会。

创会会长陈壬致辞时说，

厦门和澳大利亚的渊源可以

追溯到 1848 年。当时，大批福

建人从厦门乘船出发，漂洋

过海来到澳大利亚。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今日在澳

闽商英才辈出，涌现出一大

批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人

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厦

门既是闽商走出国门的出发

地，也成为他们回乡探亲访

友的落脚点。

她表示，厦门与澳大利亚

和悉尼有许多共同之处。澳

大利亚是一个大岛，厦门是

一座小岛；悉尼领跑澳大利

亚经济，厦门市是中国的经

济特区。澳大利亚是一个多

元化国家，厦门拥有丰富的

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和海洋

文化；厦门人热情、开放、进

取、包容。该会欢迎想到厦门

投资贸易的澳大利亚企业，

将竭力提供对接工作，促成

澳厦在各领域的深度交流与

合作。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商务

领事王唯诗指出，很高兴看到

该会的成立又为中澳之间架

起一座传递友谊、促进交流

的桥梁。该会虽然成立只有

一年多，已经积极参与多场

经贸交流活动，在促进中澳

人文交流、推进两国经贸合

作方面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

作用。

新州技能和高等教育、多

元文化厅厅长Geoff Lee 代表

州长祝贺该会成立并期待该

会取得长久而重大的成功。他

说，厦门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

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在澳华人移民为澳大利亚

和厦门的良好互动创造了新

的机遇。

澳大利亚厦门商会暨联

谊会由澳大利亚厦门大学校

友会会长陈壬和一群热心的

厦门乡贤及厦门大学校友共

同倡导建立，2018年 3月在悉

尼合法注册。希望广泛团结旅

澳厦门籍乡亲和与厦门有联

系并热心支持厦门建设发展

的人士，弘扬、传承闽南文化，

增强旅澳华侨华人对厦门的

家乡情怀和对闽南文化的认

知与理解，促进厦门和澳大利

亚在各方面的交流，增进澳大

利亚和厦门人民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友谊，为厦门和澳大利

亚的公司、企业家提供商业资

讯、商业配对和交流机会，从

而为中澳双边贸易、投资和合

作做出贡献。 （陶社兰）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 11 月 16 日在

东京举行研讨会。与会各界人士围绕

新时代下中日两国合作进行了深入讨

论。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杨

宇在致辞中指出，中日两国关系对未

来亚洲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

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如何加深合作交

流，是两国外交都要思考的问题。

日本东洋大学校长福川伸次以

“中日合作：以全球化发展与创新为核

心开拓新纪元”为题，做了基调报告。

本次研讨会的第一议题为“全球

化新时代与技术革命”。会津大学教授

赵强福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给人类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日本高知

工科大学教授任向实介绍了人机共协

计算HEC(Human-engaged computing)

的相关概念；华为日本研究所顾问黄

礼丰介绍了 5G技术的现状和前景，以

及与日本的合作计划。

研讨会第二议题为“全球化新时

代与国际秩序”。亚洲成长研究所副所

长戴二彪以环黄海地域为例探讨了中

日韩三国都市间协力的可行性；日本

拓殖大学教授杜进阐述了中美贸易争

端的始末，以及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

态度和应对策略；日本长冈技术科学

大学大学院教授李志东从低碳社会的

构建方面探讨了中日两国间的合作方

向与责任。

在综合讨论部分，与会专家围绕

各自专业以及中日关系展开了广泛的

讨论，提出很多具有建设意义的思考。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在总结

中强调，全球化新时代下，中日两国需

要重审新的国际秩序，构建新的合作

框架，摸索新的合作机制。 （刘军国）

法国华人旅游协会换届
黎新荣任会长任期三年
当地时间 11月 10 日，法国华人旅

游协会在巴黎天府乐园举行了会长团

特别会议及换届选举。

会议推荐、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

会长团成员。黎新荣任新会长，吴斌为

秘书长，袁玲为协会永久名誉会长，龙

学武担任协会总顾问。新一届会长团

任期三年。

新任会长黎新荣一直是法国华人

协会的中坚力量，被业内人士亲切地

称呼为“黎叔”。他表示，协会将继续把

提高导游群体的学识素养和业务能力

培训作为工作重点，加强商家合作并

通过积极的互动机制来帮助解决可能

的争议，并定期举行工作会议进行合

理透明的财务汇报等，让协会更具活

力的同时更专业运作。

名誉会长袁玲表示，她将继续全

力支持协会的长远发展，让成立已经

15 周年的协会青春焕发，并欢迎大家

依然将天府作为协会的活动基地。龙

学武总顾问也分享了自己对年会组织

和品牌互动方面的宝贵经验，及旅游

考察等和法国各地区旅游部门的公益

性合作体验，让大家对 2020 年协会的

运作有了非常具体的发展方向和实施

目标。

法国华人旅游协会不仅是欧洲华

人旅游业最早成立的行业协会，也是

法国历史最悠久和最重要的华人旅游

业行业协会。2004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

力于组织各类专业活动，并和巴黎旅

游局、巴黎大区旅游委员会、里昂旅游

局等官方机构合作，多年来从事南法、

里昂地区、诺曼底等法国各地的旅游

资源深度考察。 （据中国侨网报道）

美国纽约八闽联合总会

举行第七届职员就职典礼
当地时间 11月 13日，美国纽约八

闽联合总会成立七周年庆典暨第七届

职员就职典礼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林

强任新届主席。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代总领事王

雷在致辞中表示，美国纽约八闽联合

总会自成立以来，在助力公益事业、

服务社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令人

印象深刻。他希望美国纽约八闽联合

总会总结与回顾过往工作，积极展望

未来，进一步做好新一届理事会工

作，争取在会务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

绩。

美国纽约八闽联合总会创会主席

刘爱华表示，该会始终秉承爱国爱乡

的创会宗旨，凝聚在美八闽乡亲力

量，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为促

进中美两国民间交流作出了积极贡

献。他希望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再接再

厉，进一步团结在美乡亲，为搭建中

美民间的友谊桥梁贡献更多积极力

量。

林强对各位同仁的信任与支持

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美建交 40 周年，美国纽约

八闽联合总会也走过了 7 年历程。今

后，美国纽约八闽联合总会全体成员

将继续精诚合作、奋力拼搏，努力让

会务工作更上一层楼，助力更多在美

乡亲融入主流社会，为家乡公益事

业，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作出

更多贡献。

（据东南网报道）

11 月 12 日，菲律

宾福建总商会在马尼

拉市举行欢迎越南福

建商会、越南食粮协

会联合代表团（以下

简称“代表团”）一行

临访活动。

菲律宾福建总商

会会长许扁表示，菲

律宾与中国带水而

邻，两地民间长期维

持着经贸交往活动，

福建人就是其中的参

与者。菲律宾福建总

商会作为历史较为悠

久的在菲华社团之

一，成立已有一百多

年的历史了，爱拼敢

赢、扶贫济困、互相扶

持是本会一直以来的

优良传统。他说：“近

年来，祖国经济发展

快速，很多国内企业

家来到菲律宾寻找商

机，我们都给予大力

支持和帮助。欢迎世

界各地的福建籍乡

亲、企业家们来菲扩

展商机，也希望代表

团在菲一切顺利，早

日促成商业伙伴。”

越南福建商会代

表杨映辉表示，十分

高兴能参访菲律宾福

建总商会，也感谢各

位旅菲乡亲的接待，

此次代表团的主要目

的是在菲推广越南的

大米市场。他说：“泛

闻有众多福建籍乡亲

在从事菲律宾的大米

贸易工作，越南的大

米也是价廉物美，希

望能与在菲乡亲们一

起开展交流合作，也

随时欢迎诸位到越南

旅游，进行商业考

察。” （洪宾宾）

日前，马来西亚

华裔女企业家协会总

会(MCWEA)举行“亚

洲巾帼之夜”典礼，颁

发奖项予 22 名亚洲

区域的华裔女企业

家，以表扬她们在各

自领域对社区、行业

和国家经济发展做出

的积极贡献。

本次“亚洲巾帼

之夜”2019 首届亚洲

女企业家领袖奖，主

题为“成就、领导、影

响、创新、转型”，促

进及认可各区域女

性在商业中的领导

地位。

马来西亚华裔

女企业家协会总会

主席王小佩指出，联

合国妇女署 2018 年

7 月的一份研究报

告指出，经济会随着

更多妇女工作而增

长，妇女的经济赋权

除了可以带来其他

积极的发展成果外，

还可以提高生产力、

促进经济多元化和

收入平等。她强调，

妇女不仅在经济方

面作出贡献，而且在

社会方面也作出贡

献，在司法和政府中

的妇女人数比以往

增加。

盛秀雁(51 岁)踏

入税务行业已有 31

年，在贸易组织类别

获女性企业家奖。她

表示，税务不再是单

一国家的课题，在税

务全球化的趋势下，

她也积极参与亚太

区探讨税务方面的

改革，“我会和其他

国家进行交流，将重

要讯息带回大马，确

保更多专业人士可

以传达这些知识给

纳税人。”盛秀雁坦

言，女性始终离不开

家庭与事业，她赞扬

现代女性在克服压

力方面做得很好。

（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