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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侨乡动态

凝聚侨心 贡献侨智
市侨商联合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郑庆模当选会长
11 月 15 日，莆田市侨商
联合会第二届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莆田举行，来自印尼、新加
坡、菲律宾、台港澳等 45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21 名代表出席
大会。

因侨务工作

两本侨务政策
法规书籍出版
事关身份认定、
涉侨教育等
由中央统战部培训中
心编写的《侨务政策法规问
答》(修订本)和《侨务工作知
识问答》近期由世界知识出
版社出版。
《侨务政策法规问答》
(修订本)是在 2015 年出版
的 《侨务政策法规问答》基
础上，根据形势变化和新的
政策法规修订而成。该书主
要围绕侨胞和侨务干部关
注的重点，选择涉侨法律法
规、身份认定、出入境管理、
民生保障、引资引智、涉侨
教育、涉侨捐赠、华侨农场
等方面内容，设计出 291 个
问题并分别解答。
《侨务工作知识问答》
以 218 道问答题的形式，对
侨务基本理论进行了概括
性阐释，对中国早期、新中
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以来等各个历史
发展阶段侨务工作的发展
环境、主要工作内容等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答，
基本呈现了中国侨务工作
的发展历程。
两本书的出版旨在帮
助有关部门和侨务工作者
增进对侨务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政策法规的了解和
掌握，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
水平；亦有助于华侨华人和
归侨侨眷了解侨务政策法
规内容，维护自身权
益。
中新网

大会选举郑庆模为莆田市
第二届侨商会会长，郑伯欣为
秘书长，黄国珍为监事长，沈
天恩、程秀蓉、郭建清、佘德
华、李振粦为常务副会长。大
会聘请李文正、陈江和、吴良
好等 7 人为荣誉会长。
据了解，市侨商联合会于
2014 年 10 月成立，现有会员
400 多名，遍及五大洲 60 多
个国家及地区。该会在法国、
日本、俄罗斯等 46 个国家及
地区设有驻外联络处，被中国
侨联授予“全国优秀侨商社会
组织”荣誉称号。
市侨商联合会成立 6 年
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动参与国家“十三五”规划
与“一带一路”建设。几年
来，该社团先后组团参访了新
加坡、越南、意大利、法国、
阿根廷、巴西等 10 几个国家，
深入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获
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
互补与产业互补情况，与侨商
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座谈
会、“自贸区”政策解读讲

座，帮助侨商了解新政策、新
知识，激发大家参与丝路建设
的热情，增强投资信心。侨商
会利用“侨商之家”平台，积
极开展招商、融资活动，为侨
商架起投资兴业的桥梁。该会
先后组织侨商参加“美丽莆田
招商项目推介会”“武夷山旅
游产业推介会”“非洲几内亚
投资说明会”“中国东西部合
作与投资洽谈会”“世界闽商
大会”“世界莆商大会”“东
南亚经贸活动周”“中国投资
贸易洽谈会”等几十场大型商
贸活动，积极为政府招商引资
引智出力，为侨资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帮助，取得了良好了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当选的会长郑庆模表
示，新一届莆田市侨商联合会
将继续高举爱国旗帜，发挥侨
商独特优势，围绕莆田市“强产
业、兴城市”双轮驱动战略，全
方位推动莆田高质量发展，为
同圆同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福建侨报

苏格兰福联会
向大学师生送餐
近日，苏格兰邓迪大学
出现多例新冠肺炎病毒确
诊病例，导致来自世界各地
的 500 多名学生被全部隔
离。苏格兰福建联合会获知
消息后，代表华人社团向邓
迪大学在校师生送去温馨
的中餐，祝福他们早日康
复，同时让他们远方的父母
放心。
校 方为 感 谢苏 格 兰福
建联合会和会长卢云飞在
疫 情 期 间 为 ROTARY?
CLUB?of?FORFAR 机 构
的捐赠和帮助，特向卢云飞
颁发了证书，感谢苏格兰福
建联合会和?卢云飞的情谊
和温暖，希望苏格兰也能和
中国一样，尽快度过疫情，
早日恢复正常。

驻柬大使吊唁
知名侨领杨国璋

因华人世界

仙游人书法被刚果女王收藏
今报讯 （今报记者 彭
丽程 文 / 图） 日前，记者
获悉，仙游籍书法家邱金亮
创作的“善”字书法作品被
刚果卡萨依部落女王王维丽
选为国礼收藏。
据介绍，11 月 18 日，邱
金亮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名
家艺术联盟签约书画家现场
笔会，与众书画家们各显身
手，创作了许多精彩作品。当
天，王维丽一行莅临现场，亲
选国礼。
现场，王维丽选了邱金
亮 的 书 法 作 品 《善》。
《善》，简单一个字，却意义
深远，耐人寻味。女王还和
与会的众多名书画家进行深
度交流，表示会进一步发扬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
传播中国书画艺术文化，向
国外大力推广。当天，还有

因华埠资讯

与女王合影
众多企业家在现场细细观
摩，选购书画作品。
邱金亮，仙游人。原湄
洲日报社记者、主任。中国
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家
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
研究员、莆田市书协理事。

工诗联擅书法，书法创作曾
受央视专访，拍成 15 分钟
专题片在央视播出。书法作
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大赛并获
金、银奖。作品被众多知名
画廊、企业和个人收藏。

日本民众
撰文讲述“难忘的旅华故事”
第三届“难忘的旅华故事” 例如，收银台旁边热柜里的炸
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中国的粉
征文比赛近日公布评选结果。在
鸡、配菜蒸鸡、鸡胸肉沙拉等， 丝。”
日本一家企业工作的池松俊哉
原料大多数都是中国产的。这
比赛还有 5 篇作品获一等
撰写的《百闻不如一见》获得“中
不仅仅是因为其价格优势，还
奖，分别是星野信的《日中携手
国大使奖”。
有高水平的品质管理和技术实
战胜新冠肺炎》、岩崎春香的《山
池松 俊 哉讲 述 了 2019 年
川异域风月同天》、畠山修一的
力。”池松俊哉在文章开头写
去中国考察食品工厂的见闻。 道。他亲眼见证了中国食品工 《和焦裕禄精神在一起》、田丸博
厂的先进质量管理、高水平卫
治的《追寻战争真相之旅》和佐
“我在全国约有 1.4 万家店铺的
生标准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好
藤奈津美的《给予生活希望和光
连锁便利店总部、做着原料采
购和商品开发的工作。现在， 客。文章最后写道：“百闻不
明的三国演义》。
人民网
连锁便利店的供应离不开中国。 如一见。只要去一次中国，你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驻
柬 埔 寨 大 使 王 文 天 11 月
12 日前往吊唁柬华理事总
会最高名誉顾问杨国璋勋
爵，使馆参赞兼总领事李杰
等参加。
柬 华理 事 总会 最 高名
誉顾问、柬埔寨知名侨领杨
国璋勋爵 11 月 9 日在泰国
医院因病辞世，享寿 87 岁。
据介绍，杨国璋是一位
见证和亲历柬埔寨国家独
立、社会动荡与和平发展的
风云人物。作为一位知名侨
领，杨国璋勋爵积极参与当
地华社建设，热心华社公益
事业，关心华文教育；身体
力行捐款出力，凝聚华社团
结，促进互助发展。

希腊首个医疗
中文服务平台上线
据 希腊 欧 联通 讯 社报
道，希腊首个医疗中文服务
平台 11 月 13 日正式上线，
为需要寻找专业医生或医
疗机构问诊的华侨华人提
供极大的方便，将为华人在
希腊普遍遇到的医疗问题
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据介绍，在该医疗服务
平台，华人可以使用中文寻
找不同专科的医生和诊所，
以及查看各类检测机构，医
生的专长、职务、资格认证，
诊所网站以及所在地区等
信息。用户在查阅信息时既
无需进行注册和提交个人
资料，也不用缴纳任何费
用。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