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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波黑两国外长
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于匈牙
利布达佩斯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与波黑部长会议
互免持普通护照者签证协
定》。协定生效后，波黑将成
为第二个对中国实行全面免
签的欧洲国家。
第一个对中国实行全面
免签的欧洲国家是塞尔维亚，
波黑将成为第二个对持普通
护照免签的国家，两国有关部
门完成批准程序后即可生
效。
（央视）
韩国对中国
实施部分免签

韩国法务部11月30日宣
布，将在今年12月1日至明年3
月31日期间，即平昌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前后，对在韩国无犯
罪记录并满足一定条件的中国
公民实施15天免签入境政策。
法务部表示，免签对象包
括最近5年内办理过个人签证
并曾正常出入韩国的中国公
民、持有20万韩元（约合1200
元人民币）以上平昌冬奥会门
票并通过指定旅行社办理相关
手续的中国游客、持公务普通
护照的中国公民。
此外，免签入境政策仅面
向通过仁川、金浦、金海、清州、
务安、大邱、襄阳7个国际机场
入境的中国公民。 （新华）
加拿大出新政
方便中国游客

日前，加拿大政府宣布：对
中国推出新的签证政策，缩短
60岁以上老年申请者的审批
时间，方便他们去加拿大旅游
探亲。还有两类人也享受这种
待遇，那就是在过去10年里获
得过加拿大或美国签证的人。
此外，为帮助更多中国公
民办理旅游签证，加拿大在中
国大陆新增南京、成都、杭州、
济南、昆明、沈阳和武汉共7个
新签证中心。此前已有的5个
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及香港。 （据中国侨网）
卢旺达明年
开放落地签证

卢旺达移民总署11月16
日发布的新签证政策公告说，
卢旺达明年将对所有国家开放
落地签证。
根据这一公告，从明年1月
1日起，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可以
获得有效期最长为30天的落地
签证，而不需要提前申请。
目前，卢旺达对所有非洲
国家公民及美国、英国、德国、
瑞典、新西兰、以色列和澳大利
亚等少数国家公民开放落地签
证。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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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将对中国
实行全面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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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海艺节将于 10-15 日在泉州举行
本报讯 第三届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将于12月10日—
15日在泉州市举行。海艺节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
是经中央批准同意的全国第一
个有关海丝主题的国家级文化
艺术盛会，也是国家推动对外
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平台。本
届海艺节由文化部和省政府联
合主办，省文化厅、泉州市人民
政府联合承办，以“展示、交流、
合作、提升”为宗旨，以“海丝建
设”为主题，主要活动包括展演
展示、思想文化论坛、文化项目
建设和其他项目等四大板块10
个项目。本届海艺节将邀请来
自近30个国家、地区的艺术团
体参加。
12月7日起，国际木偶节、
国际南音大会唱等项目将相继
启动暖场；12月10日举行开幕
式；12月10日—11日期间，主
要活动项目同期举行，将海艺
节推向高潮，并持续到12月15
日；12月16日举办古城徒步穿
越活动；海丝非遗展、工艺美术
精品展等泉州展区将对全市开
放到2018年元旦。
据了解，本次海艺节主要
活动丰富多彩，包括：
开幕式演出将于12月10日

晚在海峡体育馆举行，突出“海
丝风情、地方特色”，将打造一台
包括海丝沿线重要国家和地区
优秀节目在内的视听盛宴；
海丝艺术发展论坛将于12
月11日—12日举行，以“共享
的价值——艺术在海丝文化中
的多元发展”为主议题，并就三
个分论题分别邀请艺术专家和
政治、经济、文学等领域的著名
人物；
海丝非遗大展将于12月9
日至15日举行，以“一条海上
丝路 万千非遗瑰宝”为主题，
在泉州古城区展出海丝沿线国
家和地区、国内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包括泉州本土的重要
非遗项目。中心展区设在泉州
府文庙，4个分展区为苏廷玉故
居、肃清门广场、鲤城区文化
馆、新门街花灯展馆，葡萄牙、
韩国、伊朗、埃及、突尼斯、泰
国、土耳其、越南等3大洲8个
国家将遴选有代表性的非遗项
目参展，国内10个省份、5个省
内地市报名参展；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
泉州分场活动为文化部2017年
项目，将邀请中东欧国家优秀
艺术团在泉州市范围内同步开
展舞蹈、音乐、戏剧演出，有12
个国家13个艺术团164人参加

（包括6个中东欧国家艺术团、3
个东亚文化之都艺术团、3个海
丝沿线国家艺术团、1个非洲艺
术团），将在鲤城区、丰泽区、泉
港区、晋江市、石狮市、永春县、
华侨大学、泉州师院等地15个
剧场或剧院安排23场演出；
第十二届中国泉州国际南
音大会唱 12月7日—11日举行，
内容包括海内外弦友会唱、祭祀
郎君仪式、拜馆、中小学生南音
演唱比赛等，15个境外团体和
16个境内团体，约420人参加；
第五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
节 12月8日-11日举行，12个
国家 13支团队 60人、国内 18
支团队370人参加，将到鲤城、
丰泽、洛江、石狮、晋江、安溪和
泉州木偶剧院以及学校演出；
古城文艺快闪活动为全年
活动，目前已完成4场演出，海
艺节期间，将在中山路、德济门
遗址等地再开展2场的快闪活
动，将高甲、梨园等传统艺术，
拍胸舞、火鼎公婆等民俗表演
融入进去，以独特的闽南风快
闪表演为海艺节助兴；
古城徒步穿越活动时间定
于12月16日举办（12月16日
被国际组织及学者确定为“一
带一路”国际日）；

艺文化博览会（泉州海丝）将于

12月12日—15日在安溪举办，主
要设置展览展示、工美竞赛、文化
论坛、商贸对接等四大板块；
海丝嘉年华活动 将于 12
月10日—15日，在中心城区源
和1916、新门文化旅游特色街
区、领SHOU天地、泰禾广场等
主要商业休闲中心举办各种文
化艺术活动，辅以体育、游乐、
娱乐设施，引导市民自由参与，
形成新城和古城的相互辉映，
促成全城联动、共享盛会。
此外，泉州市直各单位、县
（市、区）联动项目共计60多项活
动，包括第五届中国海丝书画小
品大展赛，“重走海丝之路，助力
泉州申遗”摄影图片展，海丝国
际艺术节“海归嘉年华”活动，海
丝货币与贸易展（泉州），泉州市
工艺美术精品展等。
据悉，2014年和2015年，泉
州先后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第二
届海艺节。其中，2014年第一届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与“东
亚文化之都 2014泉州活动年”
闭幕活动（2013年9月，泉州与
韩国光州、日本横滨一同当选首
个“东亚文化之都”）一同举办；
2015年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艺术节与第14届亚洲艺术节
第二届中国（安溪）家居工 一同举办。 （记者 洪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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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通过
废除歧视亚裔字眼

11月30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中国游客向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工作人员
咨询情况。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胡银全3日说，相关各方协助滞留巴厘岛中国游客乘坐商业航班
回国的工作已阶段性顺利完成。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日18时，中外多家航
空公司已协助13514名滞留中国游客回国。因巴厘岛阿贡火山持续喷发，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
自11月27日7时关闭至11月29日14时28分，1万多名中国游客回国航班因此受到影响。 （新华）
美国律师涉嫌投资移民欺诈

22 名中国投资人索赔
据美国《侨报》报道，22名
身在中国的投资人近期向大洛
杉矶区域新港滩市的白人律师
弗朗西斯科和其控制的“PDC资
本”提出索赔。11月29日，中国
投资人的洛杉矶华人代理律师
王婧在洛杉矶东区钻石吧市举
行记者会公布详情，称弗朗西
斯科涉嫌移民欺诈，用这些中
国投资人的钱买游艇，但却连
一张临时绿卡都没办成过。

王婧律师介绍，该项目以及
相关律师已经于2016年12月被
美国证监会（SEC）提起诉讼。美
国证监局的指控称，弗朗西斯科
和其控制的“PDC资本”在2013
年1月至2016年9月间，通过19
个EB-5投资项目向131位投资
者诈骗了950多万美元。
根据证监会的文件显示，
弗朗西斯科和PDC声称的这些
符合美国移民局的“EB-5移民

投资计划”的项目包括建设辅
助生活设施、老人院、高档餐厅
和包装工厂等，主要面向中国
投资者，4年累积获得资金超过
7200万美元。但是，弗朗西斯
科并没真正运用资金进行移民
投资项目，而把资金从一个项
目挪到另一个项目，其中950万
美元以上的钱拿来经营自己的
投资公司与买游艇享受人生。
（中国侨网）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选区
涵盖圣盖博谷东区多个华人密集
城市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伊斯，于
当地时间11月29日透过办公室发
言人指出，上周众议院在无异议情
况下，投票通过由他共同提出的H.
R.995《21世纪尊重法案》，该法案
要求，联邦农业部及内政部将法规
里具有历史性歧视意味的“东方
人”字眼全部去除，改成“亚裔美国
人或太平洋岛民”。
罗伊斯说，没有人更别说是
联邦政府，在提到亚洲人后裔时，
应该使用“东方人”字眼。不管是
什么背景的美国人，都应该获得
尊严和尊重。 （中国侨网）
加议员呼吁设立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加拿大华裔众议员关慧贞
11月30日在联邦议会就南京大
屠杀80周年发表声明，同时呼吁
加政府将南京大屠杀日设立为国
家纪念日。加遗产部长若利随即
回应说，政府将就此事进行研究。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 80
周年。加拿大在野党新民主党议
员关慧贞在声明中说，80年前，
日军在南京杀害30万人，还对数
万名中国妇女施暴。关慧贞表
示，她认为有必要让加拿大人了
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以史为
鉴。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