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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盖博谷华人区将

设更多医疗设施服务社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美国圣盖

博谷华人区有更多医疗设施成立和在计

划中，华埠服务中心获得加州政府 350 万

美元补助款，将在阿罕布拉市修建一个医

疗中心。另外，嘉惠尔医院在柔似蜜市的

新设施在 8月 28 日开始营业。

加州第 49 选区众议员周本立与阿罕

布拉政府官员，8 月 28 日共同宣布拨款

350 万美元补助金予华埠服务中心，在阿

罕布拉市 Main 街，建立医疗中心，服务西

圣盖博谷的居民。该机构将提供社会福利、

老人日间照顾、青少年辅导、医疗、牙医、心

理辅导、光学眼科与药局等服务，并确保人

人都可享有所需资源，尤其是低收入户。

加州州众议员周本立协助华埠服务

中心申请该补助款。周本立表示：“华埠服

务中心等社区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填补最弱势社区成员的服务空白方面，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为帮助华埠

服务中心，获得加州拨款以进一步丰富和

改变加州的生命而感到自豪。”

（据中国侨网报道）

菲律宾电子商会联合会

举行成立庆典
当地时间 8 月 28 日，菲律宾电子商

会联合会（下简称“电子商联会”）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举行成立庆典暨首届职员就职典礼。

近年来，东南亚成为全球电商产业的

核心焦点地区，又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动

隔离经济发展，使得菲律宾电商产业迅猛

发展。电子商联会在中菲两国相关部门的

关怀下，在各社团、知名企业、热会热心人

士的帮助下得以成立。

本次庆典虽不能让所有参会人员线

下面对面相聚，但大家在云端仍然可以畅

谈菲律宾电商之前景，共谋菲律宾社会经

济发展之大计。成立典礼上创会会长蔡鸿

语、本届会长周挺以及常务副会长郑佳悦

分别做了讲话。他们从电子商联会的成立

背景、组织架构、运营规划与会务进展等

方面进行了精彩生动的讲解，现场气氛高

涨。 （据东南网报道）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向

大岷区警察局捐赠防疫物资
当地时间 8 月 26 日，菲律宾福建总

商会（下简称“福建总商会”）走访菲律宾

大岷区警察局，并向其捐赠了物资。其中

包括防疫防护用品和日常用品。

当天出席活动的有福建总商会会长

吴清泉，常务副会长林连胜，秘书长吴肇

新，大岷区警察局局长维肯塔达瑙，副局

长本杰明·阿科尔达、乔恩·阿纳尔多、托

雷斯等。维肯塔达瑙发言表示，感谢福建

总商会多年来对大岷区警察局的帮助和

支持。当前菲律宾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

峻，大家要做好防疫措施。同时，他还介绍

了马尼拉地区近期的安全防护措施。

吴清泉介绍了福建总商会疫情期间

的会务工作，他对大岷区警察局的警员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赞扬了他们的敬业精

神。他希望，大岷区警察局今后能与福建

总商会多多交流。 （据东南网报道）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8

月 26 日称，中国驻柬埔寨使

馆十分重视在柬中国公民的

健康和安全，持续推动中国政

府倡导的“春苗行动”在柬落

地实施。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

示，今年 4 月，驻柬使馆成功

实施了第一阶段“春苗行动”

接种安排，为约 2.3 万名在柬

同胞(包括港澳台同胞)进行了

优先接种。此后，随着柬埔寨

政府对金边等地实现疫苗接

种全覆盖，绝大多数在柬同胞

均已接种疫苗。

今年 7 月，在了解到部分

在柬同胞由于各种原因尚未

接种疫苗后，使馆立即同柬卫

生部沟通协商，组织网上登记

报名，并于 8 月 6 日正式启动

实施第二阶段“春苗行动”。截

至目前，符合条件的报名在柬

同胞已基本成功完成接种。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

示，近期，柬卫生部已开始为

在柬外国公民补种疫苗，金边

市定点安东医院和母婴健康

中心，其他省市可径赴接种

点。有关工作将持续到 9月 8

日，有需求的在柬同胞可及时

关注当地官方通知。中国驻柬

使馆将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竭诚为在柬中

国同胞服务。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

示，考虑到柬疫苗短缺的现

状，必要时，驻柬使馆将继续

做推动工作，争取柬方划拨更

多商采国产疫苗，为更多愿意

尽早接种的中国公民实施专

项接种计划，使“春苗行动”更

快更多覆盖在柬中国公民。

“春苗”将在柬埔寨继续“行

动”。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泰国大使韩志强 8 月 25

日举行与泰国侨界线上见面

会，集体拜会泰国中华总商会

等主要侨团。

韩志强于 8 月 10 日晚抵

泰履新，这是他抵泰并结束防

疫隔离后开展的第一场活动。

使馆公使衔参赞杨欣、侨务参

赞刘敬师出席。

韩志强充分肯定和高度

赞扬广大旅泰侨胞具有光荣

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在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中泰友好

交流合作等方面创造了辉煌

业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说，抗疫是当前世界

各国的头等大事，中国人民

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在

较短时间内有效遏制了疫

情，维护了人民健康和生命

安全，彰显了中国的治理能

力和制度优势。

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回

顾了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

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

取得的伟大成就，庄严宣告中

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

谈到中泰关系，韩志强表

示，中泰是山水相望的友好邻

邦，友好传统源远流长。当前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关系深刻演变，中泰

两国更需进一步加强友好合

作。作为驻泰大使，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在既有

工作基础上，与泰国各界共同

努力，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韩志强说，中国党和政

府高度关心、重视海外侨胞，

支持侨胞在海外更好生存和

发展，希望侨胞们为民族复

兴伟大梦想的实现发挥更大

作用。

他表示，广大旅泰侨胞是

使馆重要服务对象，也是使馆

开展双边友好交流合作主要

倚重的对象。使馆将本着外交

为民、为侨服务的宗旨，按照

党和政府要求，落实好各项侨

务政策，竭诚为侨服务。也希

望广大侨胞一如既往对使馆

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各侨团代表逐一发言，对

韩大使莅泰履新表示热烈欢

迎并介绍各自侨团的情况，表

示将继续加强与使馆的交流，

一如既往支持使馆工作，愿为

促进中泰友好关系发展、同圆

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第三届“多伦多亚太风味

嘉年华”将于 9 月 10 日至 12

日登场。主办方希望，通过适

当的防疫措施，让当地民众在

安全环境下参与这一户外嘉

年华，享受美食与视听娱乐的

盛宴，重拾相互之间的联系。

活动主办机构多伦多加

亚联盟协会 8 月 27 日向媒体

介绍，此次嘉年华将于初秋时

节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士嘉堡

活力商场(Woodside Square)举

办，民众可免费入场。活动现

场设有大型美食区及舞台表

演，展现当地不同族裔的多元

文化。民众还可参与幸运抽

奖，并欣赏晚间的大型烟花汇

演以及一连三天的露天电影。

多伦多加亚联盟协会会

长张小惠表示，持续一年半的

新冠疫情对亚裔社区影响更

甚，针对亚裔的歧视罪案亦激

增。该协会希望通过举办不同

的社区活动，促进各族裔间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她亦希望

嘉年华活动展现多元的亚裔

文化，让大家欣赏亚裔社区的

美好。

嘉年华名誉主席、多伦多

市议员封赖桂霞表示，“亚太风

味嘉年华”已成为多伦多颇具

特色的多元文化活动之一，其

主题是美食、音乐和艺术。她感

谢支持方及多元文化艺术家

们的不懈努力与创作才华，使

社区更加美丽、更具活力。

在本届“多伦多亚太风味

嘉年华”揭幕的同时，由多伦

多市政府支持的第二届“多伦

多亚太美食节”也将同步启

幕，并持续至 9 月下旬。参与

美食节活动的食肆将提供为

期两周的特式菜单以吸引食

客。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第一届国际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圆满结束
2021 年“第一届国际

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

于 8 月 29 日圆满闭幕。本

届比赛 5 月开始筹备组

织，7-8 月在云端隆重举

行，参赛选手分别来自全

球 36 间学校，共有 96 支

中学生组队参加，涵盖中

国内地、中国香港、菲律

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

和地区。马来西亚巴生兴

华中学（第 2 队）成功夺得

冠军宝座。

这项比赛是由陈嘉庚

基金联谊会主办、集友陈

嘉庚教育基金荣誉赞助、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承

办，以及八大公益性社会

组织所联办的国际性在线

竞赛。各联办单位包括集

友陈嘉庚教育基金、马来

西亚陈嘉庚基金、菲律宾

厦门联谊会、闽都中小银

行教育发展基金会、马来

西亚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

大会堂、厦门市陈嘉庚教

育基金会、马来西亚福建

社团联合会和中国华侨公

益基金会陈嘉庚教育公益

基金，以及活动赞助商泛

学科技国际 (ULearning)和

马来西亚华为云提供服务

(SaaS)云基础设施。

本届比赛突破了多个

“首次”：首次举办国际性

的中学生常识比赛，首次

以在线的形式进行国际比

赛，亦是首次在中国香港

举行现场比赛及颁奖典

礼。基于新冠肺炎在全球

的情势仍然严峻，举办这

样一个跨越国界的活动实

属不易。颁奖典礼在 8 月

29 日上午 10 时以在线和

线下会场相结合的直播形

式隆重进行，全球多国嘉

宾联机见证群英荟萃的赛

事成果。大会特别邀请了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乔卫担任主宾，陈嘉庚

长孙、集友陈嘉庚教育基

金荣誉主席陈立人作为特

别嘉宾亦莅临颁奖典礼。

同时，主办方亦邀请各联

办单位参加闭幕仪式。菲

律宾厦门联谊会会长周宗

典和执行副会长黄国杰代

表协会出席闭幕式，并代

表菲律宾赛区各参赛学校

接受晋级证书及纪念品。

（据菲律宾厦门联谊会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