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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建马尾海外

联合总会在纽约举办
第十六届主席交接仪式
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第十

六届主席交接仪式暨庆贺中秋·喜迎国

庆”发布会于当地时间 9 月 12 日在纽

约金阁大酒楼举行。田锦志任该会第十

六届主席。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马尾区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马尾区归国华侨联

合会、马尾区海外联谊会、马尾区马尾

镇归国华侨联合会、马尾区罗星街道

归国华侨联合会等发来贺电。

任旭明表示，在四年任期里，承蒙

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令本会会务工作

蒸蒸日上。本会始终秉承创会宗旨与

理念，广泛团结旅美马尾乡亲，弘扬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积极帮助新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为中美民间友好搭建沟通的桥梁，为

祖国和家乡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值此

双节到来之际，祝愿乡亲合家欢乐、万

事如意！

（据东南网报道）

澳大利亚新剧《新金山》

首次展现维州华人矿工

故事
首次将澳大利亚历史上华人矿工

的故事搬上荧幕的新剧《新金山》(New

Gold Mountain) 将于 10 月 13 日晚 9 时

30 分在 SBS 和 SBS 订阅频道播出。

据报道，该剧讲述了 19 世纪 50 年

代来到维州 Goldfields 地区淘金的中国

矿工的故事，利用现实人物的启发，聚

焦被遗忘的历史。

导演科里·陈(Corrie Chen，音译)表

示：“《新金山》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故

事片，需要观众的关注，我们很高兴能

在澳大利亚分享它，这是一段珍贵的历

史片段。让我们重新回忆一下澳大利亚

历史中的华人声音。”

SBS 电视及网络内容主管希尔德

(Marshall Heald)表示：“《新金山》是 SBS

最骄傲的剧目之一。这不仅是我们首次

涉足历史剧，也是我们最具野心的项目

之一。” （据中国侨网报道）

巴拿马城唐人街将翻新

以提升旅游吸引力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市长何塞·路

易斯·法布雷加近日宣布，巴拿马城堤

坝翻新工程正式竣工。未来，包括巴拿

马城唐人街翻新工程在内的一系列工

程也将启动，巴拿马城的旅游吸引力也

将因此获得增强。

目前，巴拿马城堤坝翻新工程已经

正式完成，并重新向民众和游客开放。

据悉，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巴拿马城堤

坝主要是为了保护城市免受太平洋海

潮的侵蚀。

法布雷加表示，翻新工程总投资额

约为 500 万美元，并创造了约 180 个就

业岗位。随着工程的竣工，行人、车辆通

过巴拿马城堤坝将会变得更加方便。据

估计，工程完成后将有约 3 万多名居民

受益。

法布雷加指出，这只是巴拿马城

一系列城市改造工程的开始，未来市

政府还将启动空中行人长廊、手工艺

品中心、新海鲜市场等建设工程，巴拿

马城唐人街也将得到翻新。同时，市政

府也将建造更多停车场。法布雷加称，

所有这些改造工程将极大地增强巴拿

马城的旅游吸引力。

（据中国侨网报道）

9 月 8 日，第 21 届中国投

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菲

律宾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国，

意义不同往届。菲律宾商联总

会（商总）和菲律宾厦门联谊会

（商会）本着促进两国友谊、繁

荣双方经贸的愿望，共同赞助

25 万元菲币给菲律宾国家商

务部，用于举办这次会议。

菲律宾厦门联谊会（商会）

全体成员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

参与，克服疫情造成的困难，精

心部署，积极组织留在国内的

本会成员组建参访团。该会指

导员李德权先生，不顾耆老高

龄，担任代表团团长，令人钦佩。

其他在国内的会员也放下各自

手上的事务，配合会务疫检要

求，完成了疫苗接种、核酸检测

等多项严格的审核筛检，组建起

一个符合防疫要求的参访团。

团员分别是陈少涛、杨鹭雄、周

邦崚、程培玲、孟伟、程嵘嵘。

9 月 8 日上午，参访团在

厦门市政协的接待下准时进入

主会场，参与了由菲律宾驻中

国大使罗马纳主持、福建省副

省长郭宁宁陪同的主宾国剪彩

及演讲活动。

9 月 8日下午，参访团受厦

门城市投资公司之邀，前往厦门

新开发的银城智谷城参观，并听

取了开发区领导的介绍，感叹家

乡建设发展速度之快。

晚间，参访团受海丝慈善

总会蔡罗莎邀约，参加菲律宾

乡亲联谊活动，慰藉在菲乡亲

蒙受的疫情之苦，互相鼓励，令

参访团不胜感动。

（据菲侨商报道）

近日，旅菲华侨工商联总

会（下简称“工商联总会”）一行

应厦门市海丝慈善会（下简称

“海丝慈善会”）邀请，参加在

厦门举办的 2021 海丝慈善会

暨菲律宾乡亲联谊交流晚宴。

晚宴上，工商联总会会长林水

真分别向海丝慈善会创会会

长蔡罗莎、会长苏雪琴、执行

会长邱尚振颁赠“襄助功宏”

感谢匾。工商联总会副会长

洪良德分别向海丝慈善会常

务副会长杨国文、蔡继军、潘

建凯颁赠“襄助功宏”感谢

匾。感谢海丝慈善会在 2019

年年初踊跃捐款，帮助工商联

总会购置会所，捐款总额合计

158.5 万菲币（约合人民币 20

万元）。

晚宴上，海丝慈善会向参

加 2021 年“爱心厦门、圆梦助

学”捐资助学活动的 35 名会内

同仁颁发荣誉证书。工商联总

会会长林水真，名誉会长柯志

超、洪维科、许扁，执行副会长

许自福各捐助 10 名学生，秘书

长陈文革捐助 5名学生。

（据东南网报道）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的最新调查显示，60%的

受访企业预计今年能盈

利，58%表示留住了员

工。

当地时间 9 月 15

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

长黄山忠在线上举行的

“中小型企业大会暨资信

商业大会”致开幕词时分

享初步调查结果，47%的

商家预计营业额会下跌，

比例低于去年的 8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在过去两个月中进行了

“2021 年 商 界 意 见 调

查”，收集了近 1000 家会

员商家的反馈意见，其中

92%是中小企业。

调查显示，新加坡商

界面对的三大挑战是业

务成本上升、找不到合适

的员工，以及抗疫措施的

限制。受访商家反映商业

成本上升的比率从去年

的 29%上升至今年的

57%。

此外，商家表示三个

最主要的人力挑战分别

是：人力成本持续上升，

难以招聘具备相关技能

的本地员工，以及更难招

聘外籍劳工。

黄山忠指出，虽然商

业环境正在改善，但对企

业来说仍然是一段艰难

时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致力于帮助会员摆脱疫

情的影响，特别是在人力

挑战方面。他说：“我们很

重视外来劳动力因为新

冠疫情控制需要，被限制

入境的情况。”

（据中国侨网报道）

“在海外的朋友身份证过期

了可以请国内近亲属代办，我已

经换证成功，太方便了！”旅居波

兰的侨胞杨慧近日在朋友圈分

享了委托在国内的爸妈代办换

领身份证的经历。

近段时间以来，不少像杨慧

一样受国内居民身份证过期困

扰的海外侨胞，在家属帮助下成

功换领身份证，这得益于 7 月底

中国公安部推出的一项政策措

施，因疫情无法回国人员可委托

国内近亲属代为办理居民身份

证换领手续。

“我的身份证过期一年多

了，国内银行卡被冻结，支付宝

和微信的一些功能也受到限制，

无法回国办理很是头疼。”杨慧

说，新政策出台后，8月底父母去

当地派出所代办，准备了委托书

等材料，民警在现场与之视频连

线确认了信息，一周后身份证就

拿到了，整个过程程序简单、效

率很高。

对于海外侨胞来说，回国办

理涉及户籍、不动产、调解、诉讼

等涉侨事务很麻烦，疫情下国际

旅行受限，办理这些事项难上加

难。国内相关部门陆续推出便利

举措，帮助侨胞“零跑腿”远程办

事。

在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

院副院长陈奕平看来，疫情下海

外侨胞面临很多现实困难，有关

部门将身份识别、人证比对、无

纸传输等互联网技术应用于跨

境涉侨事务的办理中，积极回应

了海外侨胞的诉求，为他们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

关部门越来越多地借助新平台

搭建桥梁，海外侨胞不用回国就

能办成事，为侨服务趋于网络化

和精准化。”陈奕平说，另外这些

举措也打破了部门壁垒和业务

分割，侨务、法院、公安等部门都

在为侨服务中有作为。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非常幸运，我两次接种新

冠疫苗后都没有产生不适症

状。”提起接种疫苗的经历，居

住在悉尼的邵女士这样向记者

介绍。

为配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的全国性重新开放计划，悉尼

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正积极推

进居民疫苗接种工作。邵女士

目前已完成两针疫苗的接种，

并通过政府网站取得了相关证

明。

9 月 15 日，新南威尔士州

宣布 16 岁以上人群已接种第

一针新冠疫苗人数超过 80%，

将于当晚解除 12 个行政区域

晚 21 时至凌晨 5时的宵禁。该

州上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259 例。

邵女士与先生年过七旬，她

向记者介绍，5月底家庭医生曾

建议二人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

苗。本轮疫情开始后，州政府放

宽了 60岁以上群体接种疫苗的

类型限制，二人在 6月初通过线

上方式预约了 9月 7 日接种第

一针辉瑞新冠疫苗。

在新南威尔士州留学的马

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当地疫苗供

应充足，通过当地政府网站预约

需要约一个月的等待期。此外，

各疫苗接种点会根据供需关系

释放近几天的接种名额，“朋友

间会分享这类消息。”

据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网站

消息，目前境内所有年满 12 岁

人士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

苗，包括留学生、持工作签证者

等。

据马先生回忆，全面放开疫

苗接种的时间在 8月中旬，“能

接种疫苗的诊所向曾经就诊过的

病人发送了邮件，学校层面也会

统一发布相关通知。”

邵女士介绍，她与先生在

医院进行定期检查时被告知符

合优先接种疫苗条件，二人已

于 8月初先后完成两针新冠疫

苗的接种，比预约时间提前了

近一个月。马先生已于 9月初

完成两针新冠疫苗接种。

新南威尔士州本轮疫情由

德尔塔变异株引起，首例确诊

病例发现于 6月 16 日，随着确

诊病例数一路走高，大悉尼地

区宣布于 6 月 26 日起实施为

期两周的疫情封锁措施，此后

“封城”时间不断延长。

9 月 12 日，新南威尔士州

宣布取消每日新闻发布会后，

紧张气氛进一步蔓延。马先生

称，许多华人家长选择暂时不

送孩子去幼儿园，当地一家幼

儿园目前仅有 20 余名本土学

生继续线下课程，平时这里有

超过 70 名学生。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计划在

10月中旬达到该州成年人口两

针疫苗接种率 70%的目标，届时

将全面“解封”并对未接种疫苗

的人群做出行动限制。

据了解，当地华侨华人对

疫苗接种态度积极。出于对“解

封”期限即将到来的担心，“身

边认识的基本都打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自由”，

当地华人态度谨慎。一方面，当

地新增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

疫情防控情况并不乐观。另一方

面，德尔塔变异毒株来势汹汹，

疫苗对其防护效力不明。当地华

人表示：“即便‘解封’也会尽量

避免聚集，做好自身防护。”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调查显示
六成受访企业预计今年能盈利

海外侨胞远程办事趋便利
专家称相关举措使为侨服务更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