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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中资企业商会举办

总结大会暨迎新联欢会
当地时间 1 月 9 日，由安哥拉中资企

业商会主办的 2020 年度总结大会暨 2021

迎新“云联欢会”在罗安达举行。中国驻安

哥拉大使龚韬出席活动并致辞，使馆公使

衔参赞李斌、经商参赞陆玉忠参加活动。

龚韬在致辞中代表中国驻安哥拉大使

馆，向全体在安中资机构人员和华侨华人

致以新年问候，并向大家一年来为抗击新

冠疫情、推动中安合作做出的努力和奉献

致以敬意和感谢。

龚韬表示，希望全体驻安中资机构继

续积极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项举

措，勇于开拓中安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新局

面，继续坚持合法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

任，大力弘扬守望相助精神、更好发挥中资

企业商会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经商参赞陆玉忠宣读安哥拉中资企业

商会关于表彰 2020 年度抗疫先进的通报。

安哥拉中资企业商会会长郭森在致辞中对

全体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回顾了商会一

年来的主要工作，表示将继续发挥好商会

纽带作用，加强商会成员单位间的交流合

作，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量，继续做好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树立在安中资企业良好

形象。 （据中国侨网报道）

纽约曼哈顿“亮丽中国城”

开启第三阶段
由纽约曼哈顿华埠商家、社区领袖及

组织等共同发起的“亮丽中国城”项目当地

时间 1 月 9 日宣布开启第三阶段筹款，希

望为华埠更多街道挂起装饰彩灯和灯笼，

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增添节日气

氛，同时吸引民众到华埠消费，提振社区人

气。

参选市议会第一选区市议员的刘林剑

虹介绍，“亮丽中国城”由纽约中华公所、中

华总商会、“献爱华埠”、珠江百货、华埠 46

号美食店等共同发起，旨在点亮华埠街道，

促进社区小商家的恢复和发展。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侨团

筹款援助灾民
近日，马来西亚彭亨州遭遇水灾。为了

援助灾民，彭亨华团联合会发动各县属会

成立福利基金会及赈灾小组。马来西亚中

华大会堂总会会长吴添泉得知此事后，率

领华总领导层及理事成员响应赈灾，在 3

天内，为彭州筹获近 8万林吉特赈灾基金。

彭亨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林广有日前

将发放部分华团赈灾基金移交给 5 个属会

代表，包括斯里再也(1 万林吉特)、淡马鲁

(1.5 万林吉特)、百乐(1 万林吉特)、立卑县

(1.5 万林吉特)及林明(1.5 万林吉特)，并由

各属会代表接领及自行安排发放。

林广有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

华社一向来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面对天灾

和巨大灾难的时候，更是需要通过群策群

力的集中资源，以统筹统办的方式，来达到

快速、及时和到位的效应。

他认为，此次彭州大水患灾情严重，冲

击了商业经济。“我呼吁华社企业商家和热

心人士，继续响应由华团成立的赈灾工作，

以最快的速度协助这次受大水患打击的彭

亨州灾民。”

他高度赞扬州内各县区华团在此非常

和关键性时刻，发挥县区本身的赈灾角色，

成立有关的赈灾委员会或小组，全面投入

准备和赈灾工作，以行动来协助有关地区

的灾民的积极做法。

林广有也希望联邦和州政府，及相关

的部门，能给予这次的大水患更全面的支

援。 （据中国侨网报道）

1 月 13 日，驻迪拜总领馆

召开与阿联酋中国商会线上

工作座谈会，总领事李旭航发

表讲话，副总领事孙旭东参

加，经商参赞吴毅主持会议。

商会副会长以上单位及部分

中资企业代表 30 余人参会。

与会代表全面介绍了当

前企业经营和发展遇到的问

题和瓶颈，详细汇报了 2021

年复工复产工作思路及具体

安排，并对希望总领馆与商会

帮助支持企业做好疫情防控

和业务发展，积极踊跃献计献

策，共提出二十余条意见建

议。

李旭航表示，2020 年是不

平凡的一年，疫情是“试金石”

也是“磨刀石”，阿联酋中国商

会各会员企业在疫情大考中

表现出色且不断成长。他充分

肯定了商会相关会员企业在

2020 年支持创办迪拜中国学

校过程中所做贡献，同时希望

中资企业在落实“双稳”和“外

防输入”工作有关要求的基础

上积极复工复产。针对商会会

员企业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李

旭航逐一进行解答、逐条进行

任务分解，建议商会建立定期

工作机制，按照既定分工抓好

落实，带领会员企业积极布局

后疫情时代，整合各中资企业

优势，在危机中抱团抢抓先

机。

大家一致表示，随着阿联

酋生产生活秩序的逐步恢复，

企业员工情绪总体稳定，有信

心携手克服疫情常态化下遇

到的经营发展问题，不断推进

中阿经贸合作，为持续加强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有

力支撑。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去年因为疫情被迫取

消，新西兰最大的华人新年

文化活动———奥克兰元宵

灯会，将于今年在奥克兰港

全新亮相。

今年的元宵灯会将于

2 月 25 日（周四）至 28 日

（周日）在奥克兰港口的

Captain Cook 和 Marsden 两

个码头举行。今年的元宵灯

会还有一些新的玩法和项

目，吸引更多有兴趣参加的

华人朋友。

在奥克兰港码头举办元

宵灯会是一个全新的安排，

在给观众新鲜感的同时，也

给组织方带来一些挑战。

首先，很多人对于花灯

的摆放存在一些疑问。以前

元宵灯会都是在公园里举

行，树上挂着灯笼，“人约黄

昏后”的意境浑然天成。而

今年在码头海边，没有了树

木，这些花灯要怎么挂起

来？今年的主办团队也想了

很多点子把这些元宵花灯

挂起来，亮起来。相信大家

会对今年的花灯摆放印象

深刻。

其次，今年受到疫情的

影响，元宵灯会将采取一定

的限流措施。例如，观众需

要提前在网上预定免费的

元宵灯会入场券。民众在预

定的时候，需要选择参观的

时间段，在预约的时间段内

前往码头参观灯会。此外，

灯会的参观路线也有方向

上的安排，确保人流不会过

于集中。

根据市议会内部的预

计，今年的元宵灯会人流量

将达到 10 万人次。而通过

预约和现场导流的操作，主

办方可以对灯会的人流量

进行有效管理，防止人流过

于集中。

（据中国侨网报道）

1 月 10 日，巴西华人

文化交流协会在协会会

馆举行第十一届理监事

选举会议。经近 30 位在

场理监事投票表决，侨领

上官建峰全票当选第十

一届理监事会主席，彭建

波当选监事长，季春苗当

选常务副主席，伍小曼担

任秘书长。

上官建峰表示，巴西

华人文化交流协会将立

足于巴西，发扬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讲好中国故

事。他希望在全体理监事

和新一届成员的努力和

支持下，协会积极做好防

疫抗疫宣传工作，并推进

中巴人民的友好合作关

系，同时，利用协会自身

的良好平台，充分发展一

支年富力强的团队，为侨

界提供更好的服务。

巴西华人文化交流

协会创建于 2000 年，自

创会以来，文协服务当地

侨社，致力于促进中巴文

化和艺术交流，在增强两

国人民友谊、活跃当地侨

社的文化活动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

（据中国侨网报道）

近日，全日本华人音乐家协

会进行换届选举。经前会长、扬

琴演奏家郭敏提名和选举，旅日

歌唱家任雁当选为全日本华人

音乐家协会新会长。

任雁，原中央歌舞团著名女

高音歌唱家，师从著名词曲作家

谷建芬。1980 年，任雁首唱《年轻

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之后红

遍了中国大江南北。1992 年，任

雁旅居日本，开始了新的事业和

生活。她在日本也举办了多场音

乐会，并展现了在话剧上的天赋

才华，出演过话剧《雷雨》中的繁

漪一角。2010 年，她还受邀回北

京参加了《梦回 1980 音乐会》。

除了自己的音乐事业，任雁

也热心公益，指导后辈，多年来，

在“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

赛日本赛区比赛中担任首席评

委。对于此次当选为华人音乐家

协会会长，任雁也表示，愿以正

直之心，为旅日华人音乐活动出

力，回馈大家的信赖。

全日本华人音乐家协会隶

属于日本华侨华人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旨在与摄影家协会、书

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兄弟协

会一起，共同为中日两国文化艺

术交流努力，打造华人艺术家交

流平台。

（据中国侨网报道）

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换届
上官建峰当选主席

任雁当选
全日本华人音乐家协会新会长

新冠肺炎(COVID-19)疫

情严峻，从去年初在美国加州

旧金山湾区爆发至今，已经近

一年的时间。秋冬开始，疫情

又再度升温，很多民众都感到

生活的不便与对于未来不确

定的挫折，但医护、警察、消防

等一线的人员，其实更是长期

面对压力、也是最辛苦的一群

人。

湾区佛利蒙市市长高叙

加以及热情的社区人士，趁

着新一年的开始，发起募集

“暖心关怀包”给医疗人员的

活动，关怀包内放有零食与

手写的打气小卡片，共募得

了数百份，转交至佛利蒙的

华盛顿医院，由该医院执行

总监柯克兰 (Angus Cochran)

协调分配。许多社区人士一

次捐数十份，华人也参与其

中。

义工表示：“这真的是非

常、非常感人的事，就像市长

(高叙加)说的，很多人愿意帮

忙但是不知道从何帮起。”

响应发送关怀小包的义

工指出，疫情以来第一线的

医护人员都承受非常大的压

力，有些医护人员回到家不

敢进家门。为了与家人隔离、

避免传播病毒的可能，就睡

在车库的帐篷里。而现在湾

区的 ICU 加护病房负载量

几乎已达极限，这些医护人

员的压力更是前所未有。社

区民众的打气相当有意义，

特别是手写卡片，就是希望

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温度，继

续撑下去。

收集关怀小包的义工指

出，几位社区人士都是一次给

30、50 份的关怀小包。有些捐

赠者，其实本身也不是很富

裕，但大家都愿意献出温暖。

这些关怀小包虽然里面的食

物很简单，但都是社区的心

意，也展现华人反馈主流、参

与社区的热情。华人经营的甜

品店，也会赞助甜甜圈给医护

人员。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1 月 8 日，菲律宾福建总

商会（下简称“总商会”）在会

长许扁的带领下，购买了一批

防疫物资，支持大马尼拉西警

区（下简称“西警区”）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警员。

西警区警官马利·炅·阿拉

必答（PCplMaryGloPAllapita）、

诶西桂·曼衮（PCpl Exequiel

Mangune）与答纳·咯德利古

（PCpl Dana Rodrigo）和总商

会相关负责人在位于大马尼

拉的总商会会所内进行了防

疫物质的移交。

当天出席活动的有总商

会执行常务副会长吴清泉、常

务副会长林连胜、妇女组主任

李华沙、妇女组副秘书长蔡宝

宝、名誉顾问吴肇新等。

（据东南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