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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决定暂时关闭
中国驻土耳其
伊兹密尔总领馆

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网站
消息，根据中方调整驻外使领馆
的总体安排，中方决定自2019年
2月28日起，暂时关闭驻伊兹密
尔总领馆，该馆所有外交和领事
业务由中国驻土耳其使馆负责。
该决定是中方综合工作效能等因
素作出的决定，完全出于中方工
作整合考虑。
2015年9月，中国驻伊兹密
尔总领馆正式设立。开馆以来，
总领馆大力推动中国与伊兹密尔
领区之间的合作，服务当地华侨
华人，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2月28日起，驻伊兹密尔
总领馆领保电话停用。如涉及原
驻伊兹密尔总领馆领区的领保事
宜，可拨打驻土耳其使馆领事保
护电话0090-538-8215530。
（据中新）

出席全国
“两会”海外侨胞有话说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牵
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的目光。
肩负着13亿祖国人民和6000万
海外华人的殷切重托，承载着时
代的历史使命，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的海外华人华侨代
表陆续抵京。
“两会”作为中国政治生活
中的头等大事，吸引着全世界的

目光，更牵动着千千万万海外华
人华侨、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
的心。此次参加全国“两会”的
港澳特邀委员、海外华人列席代
表心潮澎湃、围绕着继续深化改
革开放、积极为国家献言献策，
共商国是，愿与祖国人民一同见
证国家发展进程。
今年来自世界31个国家的
40位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参加全

国“两会”，他们当中就有当地侨
界德高望重的资深侨领，也有事
业有成的企业家，以及年轻的华
裔新生代。对于获邀参加会议，
他们视为“终身荣誉”，责任挂心
头，使命肩上挑。
海外列席代表、美国福建海
外联谊会会长、凤凰国际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文田在北京接受了
“华人头条”记者的采访。他说，

韩国放宽外国人才
就业签证标准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2月21
日发布新闻公告说，自2019年1
月28日起，新加坡给予符合条件
的中国公民往返第三国过境新加
坡96小时免签证入境待遇。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公布的
中国制造助力孟加拉国首条河底隧道项目
免签政策主要内容为，符合条件
的中国公民持有的护照有效期不
2月24日，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前右三）在吉大港市的施工现场考察。孟加拉国卡纳普
少于6个月；须持有96小时内离
里河底隧道项目盾构机始发仪式2月2
4日在吉大港市举行。用于隧道建设的盾构机由中国
境的续程机票或船票；满足在新
自主研发，
是中国出口海外的最大直径泥水盾构机。
（新华）
加坡停留的经济证明条件；须持
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日本、德国、瑞士8国中
任一国签发的签证或可入境德国
福建打造侨企产融服务对接平台
或瑞士的有效申根签证，且在入
境新加坡时，上述签证有效期应
为1个月以上；如持上述国家单
2月 27日，在福建省侨 方将携手打造侨企产融服务 省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政策、
次有效签证出行且签证被使用， 联十届三次全委会议期间，
引导侨商信息至 融资、创业、人才、技术、质量、
返程时亦可适用免签过境政策， 福建省侨商联合会、福建省 对接子系统，
产融云平台，
与入驻平台的金 信息化、法律、市场开拓等特
但须从签证签发国直接赴新，且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签署了 融机构联合为有融资需求的
色服务，帮扶广大中小企业发
转机目的地须为中国。
《侨企产融合作对接服务战
侨商量身定制金融产品，
开展
公告说，中国公民自中国内 略协议书》，就“福建省产融 “专业化、常态化和便捷化”的 展。福建产融对接服务云平
地经新加坡中转往返中国香港、 对接服务云平台”开展战略 资本对接。
台是由省工信厅、省地方金融
澳门特别行政区亦适用该政策。 合作，以拓宽侨商企业融资
人民银行福州中
据介绍，
福建省侨商联合
过境旅客可凭有关材料在新加坡 渠道，加强产融对接，面向侨 会于2012年9月3日成立，是 监督管理局、
心支行、
银保监会福建监督局
口岸移民边检柜台直接申请免签 商企业、中小微企业提供一 由在闽创业归侨侨眷、华侨华 指导，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建
入境许可，不收取任何费用。96 站式金融综合服务。
人、港澳人士、留学归国人员 设运营的产业与金融对接服
小时停留期从入境第二日零点开
福建省侨商联合会与省
侨商 务平台，立足于服务全省中小
始计算。
（新华）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合作协议 及其创办的企事业单位、
组织、侨属企业等自愿组成的 企业金融需求，汇聚优质金融
的签署，顺应了福建省侨商事 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服务资源，实现企业与金融机
持有效护照
福建省中小企业服务中 构双向选择、自主对接。
业发展的需求，标志着侨商产
融服务道路迈上新高度。双 心是省工信厅直属单位，为全
（据中国侨网）
入境阿尔及利亚
据中国领事服务网发布消
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
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
互免持外交、公务护照人员签证
的协定》将于2019年3月13日生
效。该协定生效后，中国公民持
有效的中国外交、公务护照入境
阿尔及利亚免办签证，自入境之
日起每 180日可停留不超过 90
日。拟入境阿尔及利亚从事工
作、学习、定居、新闻报道等需该
国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应
在入境前办妥有关签证。
（据华人头条）

受邀参加“两会”是一种荣耀也是
一种责任，他在“两会”期间将在
大会建言献策，会后传递“两会”
声音。祖国强大是海外侨胞心
中最殷切的期盼，愿发挥自身优
势，参与祖国发展建设，为祖国发
展助力。同时做好中美交流友
好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为两岸和
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添砖加瓦。 （据华人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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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前驻华大使著书讲述中国移民史
秘鲁前驻华大使陈路撰
写的《为了一杯茶》新书推介
会日前在利马中秘友谊馆举
行。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文化
参赞贺踊和秘鲁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以及
在秘鲁的华侨华人近300人
出席活动。
现年81岁的陈路出生于
秘鲁首都利马，祖籍广东中
山，早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
世界银行任职多年，曾担任

过秘鲁能源部副部长、交通
和通讯部长，2002年至 2006
年被任命为秘鲁驻华大使。
离任后，陈路依然致力于发
展中秘两国友好关系，自
2009年起他一直担任秘华文
化中心主席。
《为了一杯茶》是一部西
班牙语著作，主要记载了
1850年至1950年百年间的中
国移民历史。陈路说，英国当
年从中国大批进口茶叶，向中

国输出的却是鸦片。鸦片曾
使中国陷入国弱民穷的深重
灾难，也造成大批华人背井离
乡、移民海外。
为了写这本书，陈路历
时6年走遍英国、法国、荷兰
和中国等多国的图书馆和
博物馆，搜集了大量史料和
图片。陈路表示还要将《为
了一杯茶》翻译成中文和英
文。
（据新华）

据韩国《亚洲日报》中文版援引
韩联社消息，韩国法务部2月22日表
示，从3月1日起实施新版外国人才
就业签证（E-7）标准。和以往相比，
新版就业签证标准的门槛有所降低。
据签证新规，无需学历履历审
查、主管部门长官推荐的“优秀人才”
获得签证所需合同年薪标准由不低
于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的 3倍放宽为
1.5倍，按2017年标准计算，年薪下限
为 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30万
元）。年薪超韩国人均水平3倍的“高
收入专业优秀人才”免除就业推荐条
件限制。
韩国将为优秀私设研修机构毕
业学员开特例，凡境外大专学历者在
境内完成所学专业20个月以上研修
课程，并获得国家认证资格证书且通
过社会统合项目第四级课程以上者，
可在韩从事该领域工作。初创企业
外籍雇员的签证标准也放宽，此前创
业2年内不审查销售业绩，今后暂缓
审查时间延长为5年。
熟练技能人力分数制发放的签
证名额由 600人增至 1000人，每年
向铸造、模具、焊接、塑性加工、表面
处理、热处理专业院校毕业者提供
的签证名额由100人增至300人，可
雇用最多 5名上述专业外籍人员的
企业规模标准由 500名员工以上放
宽到 300人以上。另设外籍厨师就
业特例，养虾技术人员签证制度等。
E-7签证是向与韩国公共、民间
机构签约从事法务部长官所定职业
（85种）者发放的签证。 （中国侨网）
澳大利亚将推出
父母担保 5 年签证

据澳洲新快网微信公众号消息，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Morrison）
及移民部长高民（DavidColeman）相继
发表声明表示，政府将从4月17日起，
新推出为期5年的父母担保临时签证
（TemporarySponsoredParentVisa），且
签证期满后有机会再续签5年。
这项870类父母担保临时签证将
为父母和祖父母提供来澳大利亚（与
家人）团聚、共度时光的新途径，有机
会在澳大利亚连续逗留多达5年。
不过高民补充称已实施优化签
证体系的措施，要求澳大利亚的担保
人为签证持有人在澳期间产生的所
有未付清的公共卫生费用，提供经济
担保，包括医院支出及老年护理费。
这将确保纳税人不必为额外费用买
单。
（据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