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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 2021 年高考“三侨

生”升学照顾身份证明书出具及

审核工作，根据福建省侨办、福建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三侨生”升

学照顾身份证明书出具及审核工

作的通知》，请考生及家长注意做

好办理材料的准备工作。

一、办理对象：

本市户籍的归侨、归侨子女、

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二、办理单位：厦门市侨办

三、办理时间：3 月 10 日 - 3

月 17 日（法定工作日）。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00-17:00

四、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一）办理地址：厦门市云顶

北路 842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三

楼A厅 4号综合窗口

（二）咨询电话：0592-

2856138/2856139/7703736

五、防疫要求：

办理人需遵守市行政服务中

心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做好个人

防护，规范佩戴好口罩、出示身份

证。

六、申请材料：

拟申办“三侨生”升学照顾身

份证明书的考生，可到福建省网

上办事大厅厦门分厅或中共厦门

市委统战部网站上下载《福建省

“三侨生”升学照顾身份证明书审

核表》，如实填写并由考生本人在

“诚信承诺”栏内签字后，在规定

的时间内携带以下相关的有效证

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市侨

办（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A厅 4

号综合窗口）办理。

归侨：

（一）《福建省“三侨生”升学

照顾身份证明书审核表》原件 2

份（如实填写并由考生本人在“诚

信承诺”栏内签字）；

（二）交验考生本人公安部门

提供的户籍档案并提交复印件 1

份；

（三）归侨身份认定交验以下

材料之一：

1.交验考生本人《华侨来闽

（回国）定居证》原件并提交复印

件 1份；

2. 交验考生本人县级以上

（含县级）政府侨务部门办理的归

侨身份证明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1

份；

3. 交验考生本人有关归侨身

份证明材料原件并提供复印件各

1 份（有关归侨身份记载的档案

复印件和单位出具的证明；户籍

所在地侨务部门落实侨务政策资

料中认定记载其为归侨的内容；

因历史原因没有《华侨来闽（回

国）定居证》的，提供考生本人的

国外出生证、定居证或回国护照

等（需提交翻译公证）；

4.交验考生本人公安部门提

供的户籍档案（体现归侨记载内

容）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1份。

归侨子女：

（一）《福建省“三侨生”升学

照顾身份证明书审核表》原件 2

份（如实填写并由考生本人在“诚

信承诺”栏内签字）；

（二）交验考生本人公安部门

提供的户籍档案并提交复印件 1

份；

（三）归侨身份认定交验以下

材料之一：

1.交验考生父（母）《华侨来

闽（回国）定居证》原件并提供复

印件 1份；

2.交验考生父（母）县级以上

（含县级）政府侨务部门办理的归

侨身份证明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1

份；

3.交验考生父（母）有关归侨

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各 1份（有关归侨身份记载的档

案复印件和单位出具的证明；户

籍所在地侨务部门落实侨务政策

资料中认定记载其为归侨的内

容；因历史原因没有《华侨来闽

（回国）定居证》的，提供考生父

（母）的国外出生证、定居证或回

国护照等（需提交翻译公证）；

4.交验考生父（母）公安部门

提供的户籍档案（体现归侨记载

内容）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1份；

（四）交验考生与父（母）关系

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户

籍证明或父母子女关系公证书）；

（五）交验考生与父（母）抚养

关系公证证明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1 份（若同归侨具有 7 年以上抚

养关系，且申请认定“三侨生”身

份时仍保持抚养关系，可确认归

侨子女身份。抚养关系的确立凭

民政部门的批准文件）。

华侨子女：

（一）《福建省“三侨生”升学

照顾身份证明书审核表》原件 2

份（如实填写并由考生本人在“诚

信承诺”栏内签字）;

（二）交验考生本人公安部门提

供的户籍档案并提交复印件1份；

（三）华侨身份认定还需交验

以下材料之一：

1.交验考生父（母）华侨身份

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

2.交验考生父（母）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其他有

效中国旅行证件原件并提供复印

件 1 份、考生父（母）所在国政府

颁发的定居证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以上居留证件均需我国驻该

国使领馆的中文认证并提交

认证书原件 1份，无法提供认证

的，以国内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

代替并提交公证书原件 1 份。若

驻在国颁发签证、居留政府机构

出具的签证中断期间属合法等待

续签、居留证明（经中国驻外使领

馆中文认证）。国外合法居留证有

效期五年以上（含五年）中断一天

以上（含一天）均需提交签证中断

期间属合法居留中文认证原件 1

份）；

3.提供考生父（母）所在国政

府颁发的定居证复印件 1 份、有

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其

他有效中国旅行证件复印件 1

份、我国驻该国使领馆对其定居

证的中文认证原件 1份（若驻在

国颁发签证、居留政府机构出具

的签证中断期间属合法等待续

签、居留证明（经中国驻外使领馆

中文认证）。国外合法居留证有效

期五年以上（含五年）中断一天以

上（含一天）均需提交签证中断期

间属合法居留中文认证原件 1

份）；

4.提交考生父（母）第三国国

外合法居留中文认证原件 1 份

（定居在尚未与我国建交国家的

华侨应提供驻在国居留公证，并

先由同我国和华侨定居国均有外

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办

理认证，再到我国驻第三国的使

领馆办理认证）；

（四）交验考生父（母）的出入

境记录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 份

（无法提供华侨身份证明的，需提

交。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

留权的，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

2 年，提交 2 年内住在国累计居

留不少于 18 个月出入境记录；未

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的，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 年以

上（含 5 年）合法居留资格，提交

5 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

30 个月的出入境记录）；

（五）交验考生与父（母）关系

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份（户

籍证明或父母子女关系公证书）；

（六）交验考生与父（母）抚养

关系公证证明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1 份（若同华侨具有 7 年以上抚

养关系,且申请认定“三侨生”身

份时仍保持抚养关系的其他亲

属，可确认华侨在国内的子女身

份。抚养关系的确立凭民政部门

的批准文件）。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0 日

□蔡伟霖

2 月 27 日，福建省华侨摄影

学会、厦门印联青委侨文化交流

参访先遣团、在厦印尼留学生一

行，前往漳州龙海市白水镇金鳌

村澳内的继鳌堂（著名华侨教育

家杨新容先生的故居）参观访

问，增进侨文化交流，感受侨文

化的魅力。馆主杨强先生（杨新

容先生侄儿）热情接待了参观团

一行。

在会客室里，杨强先生及夫

人与参访团成员进行了亲切愉

快的茶叙座谈。白水镇王副镇

长参与座谈。随后，杨强先生及

夫人率众人参观继鳌堂，并亲自

进行讲解，过程中侧重对杨新容

先生的华侨教育生涯作了详细

介绍。

“继鳌堂”整体建筑呈“同”字

形布局，由门厅、中天井、正厅、左

右护厝等组成，是闽南特有的红

砖瓦、灰白墙、燕儿尾建筑风格。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继鳌

堂”是漳码厦中共地下党支部的

秘密据点和交通站，走出了四个

地下党员，其中杨南离（继鳌堂主

人）的二儿子杨新容、四儿子杨新

友都曾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并

担任负责人，为革命做出重要贡

献。抗战时期，杨南离先后在南洋

发动华侨为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

捐款捐物，常利用水客身份掩护

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中共地

下党员和青年进步分子远渡南洋

避难。继鳌堂在大力传承弘扬祖

先廉洁诚信文化的同时，也在一

代一代地传承红色文化的特质。

听完讲解后，大家在杨强先

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室外的一些设

施（如浴室、炮楼等）和大片花

（果）园。随后，应王副镇长之邀，

参访团一行顺道参观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东美曾氏番仔

楼、廉政文化园和白水镇非遗传

承贡糖生产企业“真好意”品牌

等。

位于漳州台商投资区的角美

镇东美村是著名的古侨村，村内

有座气势恢宏的曾氏“番仔楼”。

曾氏“番仔楼”见证了先人漂洋过

海（“过番”）的奋斗史，其创建人

为新加坡侨商曾振源。“番仔楼”

建于 1903 年至 1910 年，占地面

积约 6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627

平方米，大小房间 120 余间，建筑

材料多为南洋直接运输而来，是

一栋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落

成的番仔楼，布局严谨、气势恢

宏，有各种精美的石雕、木雕和富

含异域风情的浮雕, 配合着闽南

特色的红砖，工艺精湛、流光溢

彩。历经百年，这座曾氏“番仔楼”

依然散发其独特魅力，透露其昔

日辉煌。

参访团一行大部分人和集美

侨校有着各种渊源：有的是侨校

早期或文革时期的学生，有的是

复办后的侨校学生；作为侨二代

的印联青委，很多人的父母文革

前在侨校读过书。随团参访的留

学生就读于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

生创办的厦门大学和著名侨校华

侨大学。参访团成员带着对华侨

教育家杨新容前辈（曾任印尼雅

加达新华学校和集美华侨补习学

校的校长）的敬仰之情来到白水

继鳌堂，在希望了解更多侨文化

的同时，也感恩华侨先贤们为后

人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