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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几中国商会

向受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
3 月 11 日，赤道几内亚中国商会向巴塔市

政府紧急捐赠 1000 提饮用水、200 盒饼干、100

袋大米、100 桶食用油、102 瓶黄油酱、2000 根面

包和 621 提生活用纸等生活物资，用于协助赤

几方安置巴塔军火库爆炸事故受难民众。中国

驻巴塔总领事徐庄声、赤几社会事务与性别平

等部部长孔苏埃洛和巴塔市市长曼加等出席捐

赠仪式。

赤几中国商会代表在致辞中表示，商会 2017

年成立以来，会员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加

快与赤几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巴塔发生爆炸事

故后，商会积极响应中国驻赤几使领馆和赤几政

府号召，立即着手筹措资金和物资，紧急采购安置

受难民众生活所需生活物资，希望各方携手努力

共渡难关。徐庄声表示，中赤几是可靠的伙伴加兄

弟，两国合作堪称南南合作典范。此次捐赠救灾物

资再次见证了两国人民之间团结一心、共克时艰

的真挚友谊和坚定信念。

曼加在致辞中对赤几中国商会在巴塔危难时

刻义伸援手致以诚挚谢意，称赞中资企业在当地

成功打造了系列优质基建项目，带动全市乃至赤

几全国共同发展，此次捐赠进一步展现了中资企

业与巴塔民众患难与共、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

（据中国侨网报道）

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

举行新届就职典礼
近日，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下简称“总

会”）于该会会所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八十九连九十届职员宣誓就职、交接印信等仪式，

确定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诞生。

据悉，总会第八十七连八十八届理事会于今

年 3月届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菲律宾乃至

整个世界的现状，总会咨询委员及核心组于去年

底决议按既定方针换届、组织新届理事会、投票选

举新届理事会职员，并公正透明地选出了正副理

事长。本次新旧理事会的交接仪式在现任理事长

王连侨，候任理事长王永河及诸位副事长多次会

议讨论后举行。

王永河在致辞中明确指出以弘扬中华文化、

关注华文教育、培养年轻族青，支持妇女组公益慈

善活动为总会现届理事会的工作重心。他表示，总

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创建了首届青年组，授权于

曾经率领石狮同乡总会青年赴京、返乡恳亲，且富

有青年工作经验的理事王清涵，以及热心宗族会

务的年轻理事王圣惠主持筹备工作，吸收成员，通

过视频会议加强族青间的联络，建立有效的活动

平台。在还未形成组织机构时，族青热情洋溢、自

发救灾、捐资捐物，奔赴马利谨那慰问灾民，表现

了对社会的关注，仁人善举的奉献精神，诠释了青

春与活力。 （据东南网报道）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

多家华团到访华人老街
日前，马来西亚马六甲 56 个华团及企业 13

日傍晚浩浩荡荡到访鸡场街文化坊，为鸡场街振

兴计划掀开热闹的页章，使寂静已久的文化坊重

现人气。

在鸡场街文化坊工委会邀请下，乡团、宗祠、

会馆、庙宇、组织和企业代表齐聚鸡场街，以实际

行动为商家和小贩打气。

鸡场街文化坊工委会副主席颜天禄表示，随

着甲州已进入复原期行管令，鸡场街自 1 月 10 日

起被迫暂停营业 2个月后，今已恢复营业。此次获

得甲州逾 50 个社团组织以及热心企业拉队到访

观光，展现了“马六甲人支持马六甲”的精神，身体

力行助力老街振兴计划。“由于疫情影响，许多商

家小贩无法营业，失去收入，然而鸡场街是重要的

华人堡垒区，所以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时，我们要众

志成城，团结一致来振兴老街。”

他说，鸡场街文化坊自创立迄今已有 20 年，

这些日子有赖各界人士包括当地社团组织以及热

心企业的支持与配合，将这座老街区打造成为举

世闻名的旅游地标之一。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 3 月 16 日下

午，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美

国长乐公会举行线上会议，

了解总领馆为侨社提供服

务的落实情况，以及侨胞

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情

况和存在问题，以进一步

加强领事馆护侨、爱侨、助

侨工作力度。总领馆副总

领事吴晓明、领事颜鹏参

加，总领馆领侨处主任董海

容主持会议。

美国长乐公会第十届

主席张子阔代表该会对总

领馆长期以来对旅美长乐

乡亲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

谢，介绍了该会的发展历

程和基本情况，着重汇报

了疫情暴发以来社团在支

持家乡抗疫、协助乡亲防

疫、支持华人参政议政、维

护侨胞正当权益等方面所

做的工作。

吴晓明在会议中称赞

美国长乐公会在美国华人

社区中强大的凝聚力和影

响力，充分肯定了该会在

支持祖国抗疫、协助同胞

防疫等方面作出的努力。

他表示，其负责总领馆侨

务方面工作已 5 个多月，

因疫情原因无法与侨胞面

对面互动交流，但总领馆

的领侨服务从未停止，总

领馆将持续为广大侨民提

供服务。他希望美国长乐

公会作为总领馆与侨胞们

连接的桥梁和纽带，今后

与总领馆保持密切的联系

和沟通，及时反馈侨胞们

的需求和对总领馆工作的

建议，积极支持和配合总

领馆各项工作。

（据东南网报道）

近日，在中国驻菲律宾

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江建军、

参赞兼总领事王悦的协助

下，菲华商联总会（下简称

“商总”）侨领与中国科兴公

司相关负责人举行视频会

议，就菲律宾华社抗疫委员

会如何向科兴公司订购新

冠肺炎疫苗等相关细节问

题进行商讨。

华社抗疫委员会主任、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科兴公

司总经理杨光等参与会议。

商总董事兼稽核陈章成主

持会议、秘书长颜长江介绍

商总出席侨领。

双方经过坦诚交流和探

讨后达成共识，科兴公司同

意以菲律宾政府向中国科

兴企业采购疫苗的优惠价

格为基准，向华社抗疫委员

会提供疫苗，但此价格尚未

包括运费、通关、储藏等其

他相关费用，最终定价仍在

商议中。

林育庆表示，菲律宾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根

据早前科兴疫苗的相关资

料提出了对接种疫苗人员

的年龄范围建议，希望科兴

公司能向菲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补充年长者接种科兴

疫苗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促

使接种疫苗人员年龄限制

放宽。

杨光表示，科兴公司目

前已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年

长者接种疫苗的相关数

据，将尽快向菲律宾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FDA）补充

科兴疫苗接种的相关资

料。

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表

示，新冠肺炎疫苗属于特殊

疫苗，需多方签署协议才可

完成订购，在菲侨胞如需订

购疫苗，请尽快于 3月 31 日

前完成登记。他还表示，商

总迄今未向任何团体收取

关于疫苗的费用，呼吁各位

不要轻信任何未经证实的

流言和毫无根据的消息，有

关疫苗的最新进展消息，商

总将通过媒体平台向大家

公布。

（据东南网报道）

日前，马来西亚华人公

会(马华)志工团和马华淡马

鲁区会在文德甲巴刹和同

发超市前展开“接种新冠疫

苗登记运动”，获得民众热

烈响应，短短几个小时超过

450 人登记接种疫苗。

志工在上述两个地点设

置临时柜台，为民众填写申

请接种疫苗注册表格，现场

秩序井然有序。

马华淡马鲁区会署理

主席黄子祥说，目前共有 4

种方式登记接种新冠疫

苗，分别是通过 MySejahtera

手机应用软件、官网或拨

打国家新冠疫苗热线进行

登记。

他指出，马来西亚疫苗

接种计划将分为 3 个阶段

进行，第一个阶段目标为前

线人员（2 月至 4 月进行），

第二阶段目标为高风险群

体（4月 8月进行），以及第 3

阶段的目标为 18 岁以上的

群体（5月至明年 2月）。

他说，政府已引进 5种

新冠疫苗供大家接种，至少

要有 50%至 80%的人民接种

疫苗，才能一扫疫情阴霾。

“因此，我呼吁民众踊跃登

记接种疫苗，尽早达成群体

免疫目标，遏制病毒传播。”

市民朱彦洲（71 岁）说，

坊间流传各种有关接种疫

苗的负面信息，主要是有关

人士不了解接种疫苗的重

要性，他不会因为这些不实

谣言而拒绝接种疫苗。

市民陈秋莲（66 岁）说，

疫情发生前，她经常会出国

探望定居于中国的女儿，女

儿也会返回马来西亚与家

人团聚，可是新冠疫情持续

笼罩，与女儿相聚变得遥遥

无期。“根据政府，已经接种

疫苗者才获准出国，而且接

种疫苗也是目前对抗疫情

的唯一希望，所以我选择登

记接种，希望人民尽早摆脱

疫情阴霾。”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记者从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中总)获悉，3

月 15 日中总与中国侨

商联合会进行视频交

流，冀携手为马中企业

开拓更广泛、更良好的

合作领域和合作途径。

据中总介绍，两会通过

交流达成共识，一起为

会员梳理并开拓更多

交流渠道和商机，并在

疫情后互相组团拜访

考察，携手共进。

中总总会长戴良业

表示，中国经济复苏将

带动亚太地区经济增

长，而拥有 7亿人口及

丰富资源的东盟是中国

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一

环。两会选择在此刻进

一步增强交流，共话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总署理总会长

林宽城指出，马来西亚

正在进行工业转型，希

望中国高科技领域的

企业能来马投资，带动

马高科技发展，促进该

国经济转型。

中国侨联副主席

李卓彬、中国侨商联合

会会长许荣茂等出席

交流。

今年恰逢中总成立

百年，中总已陆续和各

国友好社团、中华总商

会开展多场视频交流，

共洽合作。3月初，中总

和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

商会发布联合声明，将

共推七大计划，携手把

握RCEP新机遇，促马

中经贸合作。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据报道，在未来几个月

内，西班牙瓦伦西亚市将参

考伦敦以及洛杉矶的方式

建立西班牙第一个“唐人

街”，在位于当地华人聚集

地的街区交汇处建立两座

中国风格的牌楼。

据了解，该项目的启动

由当地一位热心市民促成。

他通过瓦伦西亚市2020-2021

年“我们决定”的参与性预

算筹集到一笔 1.4 万欧元

的初始运作费用，用于初

步撰写研究报告和项目启

动。这位热心市民在提案

中阐释：在世界所有大都

市中，几乎都至少有一个

唐人街，在那里民众可以

识别具有中国传统的商

家。瓦伦西亚的华人聚集

区具备建设唐人街的基

础，修建中国式牌坊是可

行的。该提案认为，修建中

国式牌坊不仅有助于识别

当地的华侨华人、街坊邻

居以及外来游客，而且将

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装饰街

道。这些美丽的中国式牌

坊能够成为城市中的标志

性建筑，吸引游客们拍照。

3月 11 日，瓦伦西亚中

国文化协会会长 Haili Liu

对瓦伦西亚市政府此举表

示“非常高兴”，他说：“瓦

伦西亚将是西班牙第一个

拥有自己的唐人街的城

市。在华人聚集区修建中

国式牌坊，可以让瓦伦西

亚拥有更为特色的城市文

化。”

目前，在瓦伦西亚有超

过 2 万名华侨华人生活，仅

餐厅和商铺就有数百家。

（据中国侨网报道）

马来西亚中总与中国侨商联合会

共促马中企业合作

西班牙瓦伦西亚市
将建第一个唐人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