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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领馆再次提醒
在澳中国公民
谨防电信诈骗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8日
再次提醒在澳中国公民提高防范
意识，谨防电信诈骗。
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说，近
期澳大利亚电信诈骗案有卷土重
来之势，不法分子利用改号软件
假冒总领馆、DHL快运公司以及
中国公检法机关等骗取受害人钱
财，已有多人遭受经济损失。
公告特别强调，中国驻外使
领馆不会通过电话或电话录音通
知当事人有包裹需要领取，或涉
及国内的案件需要处理，不会在
电话录音中表示通话人电话已转
接至所谓“国际刑警中心”或国内
公检法机关，也不会要求接电人
提供银行账户及密码等个人信息
或要求接电人转账汇款。（新华）

中国减税措施让华人华商华企获利多
4月1日，由中国财政部、税
务总局、海关总署三部门联合印
发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正
式开始实施。
公告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
扣范围，对境外华人华商，放宽
免税条件；对外贸企业，下调出
口退税率；对境外游客离境退税
率，也同步下调。
公告规定：纳税人发生增值
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
原适用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
为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

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
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0%的出口
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
率调整为9%；适用13%税率的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
税率为11%；适用9%税率的境
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
率为8%。
上述规定意味着：增值税税
率普降，即只要以前适用相应税
率的行业，都相应下降。据媒体
报道，经测算发现，增值税16%
税率降至13%将减税6300多亿
元，10%税率降至9%减税1700

多亿元，因此，这一轮增值税税
率下调减税总计约 8000亿元，
力度空前。
与此同时，另一项利好华侨
华人的税收政策也正式出炉。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
发布了《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
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标准的公
告》，境外华人如果一年内在中国
居住天数不满183天或单次离境
超过30天，可免缴个人所得税。
据了解，为了吸引海外华资
和鼓励境外华人来华工作，促进
对外交流，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

中国驻泰使馆发布
泼水节旅游提示

今年 4月 12日至 16日是泰
历新年宋干节（泼水节）假期，中
国驻泰国大使馆网站10日发布
来泰旅游提示，希望游客文明泼
水、防抢防盗。
提示说，每一位中国游客都
是中国形象的代表，请自觉遵守
泼水节活动秩序，文明泼水。参
加泼水庆祝活动时，请不要向老
人、孕妇、婴儿和执勤警察、摄像
摄影记者等人群泼水。根据泰国
警方规定，严禁使用脏水等不卫
生的水源或用热水、冰块参与泼
水，不要使用高压水枪参与泼水。
使馆提醒游客小心个人财
物，注意防抢防盗。在曼谷是隆
路等各大泼水主要地点，人流密
集，是偷窃案件多发地段。应提
高安全意识，妥善保管好证件和
贵重物品。同时请游客高度重视
人身安全，加强风险防范，避免独
自赴僻静区域活动或深夜外出。
请勿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尽量使
用信用卡消费。如被抢被盗，请
立即报警。
（新华网）

施条例，保留了境外所得免予征
税优惠制度安排，并进一步放宽
了免税条件：一是将免税条件由
构成居民纳税人不满五年，放宽
到连续不满六年；二是在任一年
度中，只要有一次离境超过30天
的，就重新计算连续居住年限。
有关经济学者接受华人头
条采访时表示，多项减税措施，
给华商华企和境外华侨华人带
来重大利好，一方面，有利于中
国国内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也对
便利境外华侨华人回国发展创
业起到推动作用。 （华人头条）

意返还中国流失文物
终踏
“回家路”

西班牙移民政策
或将收紧

据西班牙欧浪网报道，西班
牙黄金签证目前似乎进入了瓶颈
期，这一政策由拉霍伊政府在
2013年提出，非欧盟人士通过在
西班牙境内进行一些有最低金额
限制的投资可以进行投资移民，
但是这一政策目前看来似有迟暮
之态，从一开始对于中国投资者
和拉美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到现
在少有问津，再加上欧盟方面针
对黄金签证对西班牙提出的警
告，这一政策不知还能持续多久。
截至目前，西班牙共颁发了
3405份黄金签证，这些黄金签证
为西班牙带来了25亿的投资，其
中有15亿为房地产投资，另有10
亿为债券类投资和创业类投资。
但这样的大额吸引投资也引发了
欧盟的担忧，很显然，这很可能被
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转移问题财
产或洗钱的途径，因此，欧盟方面
在去年与今年已经多次提出黄金
签证政策收紧的建议，并对西班
牙作出警告。 （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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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总统府传出朗朗汉语声

4月 12日，在菲律宾马
尼拉，菲律宾总统府新闻部
工作人员向菲律宾大学孔子
学院的老师孟广洁（左一）询
问汉语学习的各种问题。
12日，菲律宾总统府新闻
部办公楼内传出朗朗的汉语

声。这声音来自菲律宾大学
孔子学院的老师为总统府新
闻部汉语培训班上的第一堂
课。近年来，随着中菲两国关
系的持续发展和交流的日益
增多，总统府新闻部的工作人
员认识到，有必要通过学习汉

语来加强与中国同行和媒体
的交流。菲大孔院的老师们
计划每周用两个半小时，为参
加汉语培训班的近30名总统
府新闻部工作人员讲授基础
汉语，同时介绍中华文化和中
国现状。
（新华社）

“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丝路”
或扬帆泰国
已连续两年举行的“妈祖
下南洋 重走海丝路”文化交
流活动今年将继续扬帆，或推
进泰国。
目前，湄洲妈祖祖庙董事
会秘书长李少霞正率团往泰国
进行探访准备工作，首站拜访
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李少
霞一行将在泰国开展为期七天
的参访交流活动。应泰国泉州
晋江联合总会会长蔡上新邀
请，参访团3月28日前往曼谷
阿瓦尼河畔，参加在这里举行
的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首届

理事会就职典礼暨新会所落成
典礼。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
新会所所供奉妈祖像从湄洲祖
庙分灵过来。
莆田市自2017年起举办
“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丝路”
“海丝”沿线国家文化采风活
动，已巡安马来西亚、新加坡
和菲律宾等地，反响热烈。
李少霞表示，今年妈祖巡
安是否最终走往泰国，还将有
诸多因素统筹考量，也希望更
多东南亚“海丝”沿线国家的
妈祖信众到湄洲岛旅游、祭拜

妈祖。
湄洲妈祖庙是天下妈祖
庙的祖庙，目前全球共有妈祖
宫庙 5000多座，信众 3亿多
人。目前，妈祖文化写入中国
“十三五”规划纲要，莆田市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庇护神妈祖
的故乡”被列入“海丝”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联盟城市，成为中
国9个“海丝”申遗城市代表
之一，湄洲妈祖祖庙入选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史迹”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文物
点。
（中新网）

去年处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事件 8 万余起
2018年，海外涉及中国
公民的各类事件继续保持高
发态势。外交部和驻外使领
馆全年处置海外中国公民安
全事件85439起。其中，咨询
报案类案件43943起，领事保
护与协助类案件41496起，平
均每天约234起，共涉及中国

公民141577人。
从统计数据看，领事保护
与协助类案件总量较2017年
略有上升。同时，涉及中国公
民人身财产安全、权益及法律
纠纷等类型的案件数量有所
增多。
从地域分布看，亚洲地区

仍然是涉及中国公民领事保
护与协助类案件发生频率最
高的地区，达16852起，占总
量的 40.6%。这与中国与周
边国家有关经贸合作及人文
交流领域日益密切的发展形
势直接相关。
（中新网）

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
4月9日在意大利米兰的马尔彭萨
机场被送上返回中国的飞机，这意
味着这些漂泊海外多年的中国文物
正式开启了“归乡之旅”。
机场及货运公司人员已经将
796件打包好的文物按规格装到了
集装板上，为文物上机作好准备。
当地时间9日15时20分（北京时间
9日21时20分），负责装运这些文物
的中国国航客机从米兰起飞，于北
京时间10日晨抵达北京。
2007年，意大利文物宪兵在本
国文物市场查获一批疑似非法流失
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随即启动国内
司法审判程序。中国国家文物局得
知相关信息后，立即对接意大利文
化遗产主管部门，开展流失文物的
追索返还工作。后历经10余年漫
长追索，意大利法院最终作出向中
方返还 796件套文物艺术品的判
决。这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
国文物艺术品返还。
今年3月23日，在两国领导人
共同见证下，中意双方代表交换关
于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
还的证书。
（新华网）
驻南非中资企业
招聘当地学生

驻南非中资企业招聘会4月8日
在约翰内斯堡埃库尔胡莱尼西部学
院博克斯堡校区举行。
本次招聘会由南非高等教育部、
南非中国经贸协会以及中国文化和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共同主办。海信、
中国联通、中国国航等约40家驻南非
的中资公司参加招聘会并提供200多
个就业岗位，吸引了赴华留学和培训
归来的南非学子以及当地各大职业
技术培训学院学生约1000人应聘。
当天，会场被求职者挤得水泄不
通，在海信等在南非享有很大知名度
的企业展台前，求职者更是排起长
队。
南非高等教育部官员姆瓦洛 卢
姆凯尔说，留学中国的南非学生大多
学习机械工程、自动化与人工智能专
业，这次招聘会“为我们的学生提供
了很大机会”。
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在招聘
会上表示，此次招聘会搭建了良好平
台，对促进南非青年就业和中南友好
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中国企业为当
地创造了40多万个就业岗位。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