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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菲英井同乡会

举办成立九十周年庆典
洪天恩任新届理事长
近日，旅菲英井同乡会（下简称“同

乡会”）在菲华英林洪氏家族总会大厦

礼堂内举办成立九十周年庆典暨第九

十连九十一届理监事、第三届青年组职

员就职典礼，洪天恩任新届理事长。

大会主席由前任会长洪于章担

任，他致辞表示，感谢任职三年来会

内同仁们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今后同

乡会在新届理事长洪天恩的带领下，

会务能够继续蒸蒸日上，大家团结合

作，再接再厉。

大会监誓员兼菲华英林洪氏家族

总会理事长洪培力对同乡会的会务成

绩表示肯定，并希望同乡会在新届理事

长洪天恩的带领下，全体同仁们同心同

德，团结合作，再接再厉，让会务更上一

层楼。

洪天恩致辞时表示，感谢会内同仁

们的信任与支持，他将担负起重任，全

力以赴，与大家一起努力，为同乡会未

来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后，同乡会执行副理事长洪永安

致谢词。他表示，感谢海内外各友好华

社发来的贺词、贺电，因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本次典礼规模缩小，望大

家谅解。 （据东南网报道）

美国纽约八闽联合总会

举办“欢度圣诞·喜迎新

年”联欢晚会
当地时间 12 月 25 日，由美国纽约

八闽联合总会主办的“欢度圣诞·喜迎

新年”联欢晚会在曼哈顿金泰酒楼举

行。

参加当天晚会的成员有美国纽约

八闽联合总会主席林强，创会名誉主席

刘爱华，总顾问李华、张君铿，执行主席

林继，第一常务副主席林明锦，及多位

荣誉主席等。美国福建同乡会负责人郑

思祺、纽约多族裔联盟主席林煜以及多

位社区侨领等嘉宾也应邀出席活动。活

动由吴振文主持。 （据东南网报道）

美国福建书画家协会举办

“支持2022年北京冬奥会”

笔会活动
当地时间 12 月 19 日，东南网美国

站联合美国书画艺术研究会和美国福

建书画家协会共同在纽约曼哈顿华埠

举办“支持 2022 北京冬奥会”笔会活

动，以此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期盼和支

持。

东南网美国站执行总监、福建书画

家协会会长朱立业表示，北京冬奥会将

于 2022 年 2 月 4 日在中国北京开幕。

为表达对北京冬运会的支持，大家现场

挥毫泼墨，以书法这种富有中华文化特

色的艺术表现形式，书写了“迎冬奥同

心协力”“中国梦”“奥运精神”“圣火耀

京城”“春风迎奥运”“助力冬奥”“和”等

40 余幅书法作品，积极弘扬和传递奥

运精神，展现了“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福建书画家

协会荣誉会长陈荣华特别从华盛顿

特区邮寄了“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

功”的书法作品，以表达海外游子对

祖国的赤子之心。他表示，作为海外

中华儿女，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

拉进纽约民众与北京冬奥会的距离，

努力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和冬奥故

事。 （据东南网报道）

12 月 22 日中午 12 时，美

国波士顿市长吴弭 (Michelle

Wu) 与州代表亚伦·米勒维茨

(Aaron Michlewitz)和市议员费

连(Ed Flynn)一起在唐人街牌

楼举行唐人街中文和英语的双

语路牌揭幕仪式，并分别发表

讲话。近百名唐人街小区居民

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

刻。

吴弭说，此标志为人们如

何在整个城市得到认可和接受

树立先例。在华人的每个小区

当中如何发扬华人的文化传

承，这是一个典范。

亚伦·米勒维茨对此举表

示赞赏，称这些标志反映了一

种根深蒂固的哲学。他说，是什

么将这座城市建成了现在的样

子，以及它有多伟大，(是)因为

移民人口使城市变得如此伟

大。今天是这些标志的一小步，

但它说明我们的城市代表什么

以及我们是谁。

费连表示，在唐人街设立

中英文双语路牌，这是波士顿

唐人街老一代华侨和居民在经

过二十多年不断努力争取的结

果。他说，这对于华埠居民来说

是梦想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展

现小区韧性的项目，将确保移

民居民的根在华埠小区并得到

尊重。

他还表示，当天的顺利揭

牌也是唐人街小区团结和不断

传承发展的成果，值得庆贺。为

此，费连特别邀请到唐人街小

区各个小区组织的代表以及小

区居民代表一起共同出席并见

证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仪式。

据介绍，早在几十年前，就

有老一代小区代表提出要在波

士顿唐人街设立中文路牌，这

样既可以体现并尊重在美华人

在唐人街生活工作的历史，又

可以方便老一代不懂英语的小

区居民识别街名，为在唐人街

小区工作与生活带来方便。在

经过二十多年唐人街广大华侨

和小区居民的不断动议和请

愿，终于在前任市长马丁华殊

期间得以通过在唐人街的四条

街道同时设立中文街名的决

议。吴弭市长上任后，加快在唐

人街正式设立中文路牌的时

间。

据了解，这些中文和英文

双语路牌标志可以在必珠街

(Beach Street)、尼伦街(Kneeland

Street)、夏利臣街(Harrison Street)

和泰勒街(Tyler Street)的路杆上

找到。接下来，唐人街的其他街

道也将同时挂上中文路牌。

（据中国侨网报道）

近日，安哥拉税务局中国

城税务分局正式落成，除了服

务中国城的经营商户，该税务

分局的办税业务还将覆盖周边

区域的商家、企业。

安哥拉国家税务局第三税

务局局长、安中商会会长、非洲

旭日集团董事长、维亚纳市税

务局局长以及中国城税务分局

工作人员、商户业主代表见证

了落成仪式。

第三税务局局长在仪式上

表示，中国城对于罗安达省来

说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市场，同

时由于中国城所处地理位置集

中，因此中国城税务分局的成

立除了为各经营商户的依法纳

税提供服务，也将为周边区域

的企业和商家提供服务。中国

城税务分局设立是税务局和全

体商户实现税务目标的良好桥

梁。税务部门的职责是教会大

家了解相应的义务和程序，澄

清和解答日常产生的疑问和问

题。商户则需要了解缴税义务，

能够依法合规地经营。双方各

负其责，发挥作用，做好各自应

该做的事情。

非洲旭日集团董事长表

示，中国城税务分局的设立，标

志着中国城服务功能更加完

善，标志着商户和消费者规范

化经营上了个新的台阶。依法

缴税，是每个商户、公民的应尽

义务。中国城将携手、配合税务

部门，服务好商户，共同努力打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安中商会会长表示，中国

城税务分局的落成仪式不仅对

中国城很重要，对安哥拉的商

业环境也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落成仪式上，来自中国城

的商户业主代表就相关税务政

策流程和此前税务检查中存在

的一些疑问做了现场提问。第

三税务局局长代表税务部门逐

一做了解答。目前，税务部门已

经开始在所有商贸城、商超要

求客户提供个人税号等信息。

对于税务工作人员履职中的不

合规行为，商家和企业可以通

过网站、邮箱和电话进行举报

投诉。商家若需要了解税务政

策流程，可以登录相关网站查

询或者到办税大厅现场询问。

（据中国侨网报道）

近日，由阿根廷华人

义工协会主办，阿根廷

华文教育基金会、阿根

廷铂烽一心慈善基金和

阿根廷中国青年足球协

会协办的 2021 年圣诞

节慈善捐赠活动陆续举

行。最近几天华人社团

向布市 13 区政府、马基

托斯祖克贫民食堂、新

弗拉格食堂和铄利达力

娅食堂捐赠了大批圣诞

礼包，让他们能度过一

个开心快乐的圣诞之

夜。

布市 13 区区长佛

罗伦萨斯卡维诺和布市

13 区区委陈源志已经

多次见证了华人社团向

阿根廷贫民社区的捐赠

活动。佛罗伦萨斯卡维

诺在捐赠现场激动地说

道：“阿根廷华人社团经

常为我们城市内的贫民

社区捐赠各种物资，包

括生活方面的、教育方

面的。我们的社区、我们

的人民感受到了中国人

民的热情。”

爱心绽放，温暖不

止。近日与义工协会一

起参加捐助活动的阿

根廷中国青年足球协

会会长陈洁表示，“这

样的活动首先可以促

进华人群体和当地人

的友谊和沟通。此外，

我们华人长期在这里

生活和工作，有社会义

务作出自己的贡献。第

三，中国人具有扶危助

困的传统美德，在阿根

廷的华人也应该发扬

这种美德。”

布市一区官员迭

戈·阿曼多全程参与了

本次华人社团向布市各

政府食堂的捐赠活动。

他说，这些贫困人员有

时连吃一顿饱饭都很困

难。在圣诞节这样的重

要日子里，来自华人的

捐助真是雪中送炭。多

年来，阿根廷华侨华人

每年圣诞节前都向这些

贫困社区的居民捐赠物

资，让这里的居民也能

够有足够的食物过圣诞

节。

（据中国侨网报道）

斯里兰卡华联会举行
座谈会庆祝成立 9周年
在点燃着 9 根蜡烛的生日蛋糕烘托

下，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华联会)近日

在华联会华助中心庆祝华联会成立 9 周

年，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以及斯华

侨华人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戚振宏在座谈会上表示，华联会成立

9 年来已成为斯里兰卡华侨华人的温馨家

园、沟通中斯人民友谊的桥梁、“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使馆领事协助工作的

得力助手。期待华联会在服务同胞、促进中

斯友好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戚振宏充分肯定了华助中心在华文教

育方面起到的作用。他强调，国内相关部

门、使馆以及在斯中资企业和人士都会为

华文教育发展提供支持和力所能及的帮

助。

华联会创会会长张宏、现任会长张旭

东介绍了华联会成立 9年来特别是近两年

的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思路。

（据新华网报道）

巴西侨界向当地贫困家庭及军警捐赠物资
近日，中国驻累西腓总领

馆携手累西腓华侨华人协会

向当地政府及军警协会开展

“来自中国的爱心”慈善捐助

活动，向当地贫困家庭及维护

侨胞安全的军警捐赠 1200 份

礼包。

严宇清总领事专门致函

累西腓市长若昂·坎波斯，代

表总领馆向当地民众致以节

日问候并表示，今年是累西腓

华侨华人协会连续第 7 年在

圣诞和新年到来之际向“第

二故乡”开展“来自中国的爱

心”慈善捐助活动，同时总领

馆也送去防疫物资，同巴西

民众一道共克疫情。相信这

些满载中国人民美好祝愿

的礼品将使两国民众情更

亲、心更近。

巴西里约华联会也于 12

月 23 日举办献爱心慈善活

动，向当地孤儿院和老人院、

公立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的学生和附近的巴西贫困群

众捐赠 260 份爱心礼包。徐宗

彬会长表示：“在岁末年终，本

会历来有捐助当地孤儿院、老

人院的活动，这是我们华侨华

人回馈当地社会、弘扬正能量

的体现，也是对助人为乐、尊

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美德的传

承。”该会负责人吴月桃、何

双莲，施现夫、雷荣夫、苏子梁

等一起参与该活动。收到装有

大米、黑豆、食用油、奶粉等食

品的巴西民众纷纷对华联会

在疫情期间的爱心举动表示

称赞和感谢。

（据人民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