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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将举办
首届妈祖巡游

为促进中澳民间文化交流，
弘扬妈祖文化，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越棉寮华人联谊会5月6
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6
月30日在悉尼举办南半球首届
妈祖巡游活动。
新闻发布会上，新南威尔士
州天后宫创会荣誉主席刁振谋，
华人联谊会会长吴贵光介绍了此
次妈祖巡游的筹备过程和重要意
义，并对侨团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
新闻公告说，巡游活动开始
后，主办方代表和信众将护送来
自福建莆田湄洲妈祖祖庙的妈祖
像从悉尼天后宫出发，巡游至卡
市（Cabramatta）牌楼，并在牌楼停
留两小时，接受信众的上香祈福
后返回。沿途将有表演团队加入
巡游队伍。活动将展现出澳大利
亚信仰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包容
性。
（新华）
中国驻安哥拉使馆
提醒侨胞注意安全

罗安达消息：中国驻安哥拉
大使馆5月9日发布公告，提醒在
安侨胞注意安全。
公告说，5月6日晚，罗安达
高速公路某华企基地遭多名歹徒
闯入，正在巡逻的一名中国公民
不幸遇害。使馆接报后即赶赴现
场开展领保工作，并当场向安警
方提出交涉，要求安方全力侦破，
尽快缉拿凶手，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公告说，近期安哥拉社会治
安形势复杂，涉外国公民刑事案
件频发。使馆提醒广大侨胞高度
重视自身和机构安全防范建设，
各基地项目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
安防责任，加强安防措施，增加安
防投入，积极参加治安联防组织
等互助机制，共同筑牢华社自身
安全屏障。
4月26日，中国驻安哥拉大
使馆曾发布公告说，安哥拉近期
连续发生多起针对外国公民的抢
劫和凶杀案件。使馆提醒中国公
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
好财务，减少不必要外出，并尽量
结伴而行。
（新华）
旧金山将 5 月 10 日
定为铁路华工日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今
年横跨美国大陆的洲际铁路竣工
150周年，旧金山市议会也通过
最新的提案，将从今年起，每年的
5月10日都是旧金山“铁路华工
日”，来纪念参与兴建铁路的华裔
劳工移民先驱。
法案由市议会议长余鼎昂提
出，获得多位市议员的联署支
持。余鼎昂表示，当年的洲际铁
路修建，华人劳工参与了其中的
重要工程部分，付出的人力巨
大。但是当年因为歧视华人，所
以所获的薪资却比白人工人要
少。因此他推出这个立法，让旧
金山以后每年都能纪念这些华裔
劳工。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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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驻外使领馆、华侨华人举办活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希望华人青年为民族振兴发挥作用
五四青年节前夕，我一些驻
外使领馆、华侨华人组织举办座
谈会或演讲等活动，纪念五四运
动100周年。
5月3日，中国驻新西兰大
使馆举办青年外交官与在新留
学生代表座谈会，与会者结合自
身工作、学习实际，就如何立足
新时代更好地发扬和践行五四
精神踊跃发言。他们纷纷表示，
要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心怀
爱国之情，发扬留学报国光荣传
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玺表
示，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
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新时
代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学
习、增强本领，将个人的发展融
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

中国驻澳大利亚墨尔本总
领馆3日举办“喜迎新时代 争做
新青年”演讲会暨2018年度“国
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颁奖
仪式。
奖学金特别优秀奖获得者、
来自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叶元滋
说，新时代青年是实现中国梦的
生力军，是新时代的参与者和贡
献者。“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
重，名利最轻”的“钱学森精神”
坚定她的理想信念，鼓舞着她回
国参与临床病理学研究工作。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龙舟
表示，希望大家牢记并传承五四
精神，学成回国后做一个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
年，继续为推动中澳两国关系向
前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比利时华人青年联合会 2
日在布鲁塞尔举办纪念五四100

周年座谈会暨图片展，旅比主要
侨团负责人、中资企业及留学生
代表等50多人出席。
比利时华人青年联合会会
长朱旭林表示：“海内外当代青
年要用青春和热血去践行五四
精神，扎根基层、扎根大地，为国
家发展、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欧洲华侨华人青年联合总
会执行会长傅旭海表示：“面对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一
代尤其是海外侨界青年要大力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的理
想奋斗融入国家事业和人民愿
景。”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4月 30
日召开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
青年座谈会。使馆青年同志，在
印中资企业、媒体、留学生青年
代表等共 100余人参加。与会
青年同志踊跃发言，结合自身成

原始村落过上现代化生活
——记巴西印第安村民与中国公司的故事

长和工作经历，分享奋斗心声和
追梦故事，畅谈新时代新青年的
使命和责任。
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认
真听取青年代表的发言，充分肯
定青年同志的辛勤付出和成绩，
勉励大家珍惜青春年华，勇于担
当时代重任。
卢森堡华侨华人青年联合
会4月30日举办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座谈会。中国驻卢森堡
大使黄长庆应邀出席，卢华侨华
人协会、中资企业代表等与会。
卢森堡华侨华人青年联合
会执行会长张祖远在发言时说，
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海外华侨华
人青年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华人青年对祖国的爱、对祖国
的眷念，永远是他们在海外拼搏
的精神动力！”
（新华）

签证 动态
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简化中国游客入境手续

日本开通网上申请签证：
日本外务省公布从5月起，将对

4月5日，在巴西马托
格罗索州南部的雅鲁多里
社区，一名女孩用手机为
庆祝当地传统节日而装扮
的大人们拍照。
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
雅鲁多里社区生活的原住
民属于波洛洛族，依然处

于母系社会。波洛洛人自
古以来以狩猎为生，但外
界环境的改变让这里的动
物和鱼类越来越少。国家
电网巴西控股公司承建
的特里斯皮尔斯水电站
输电线路经过此地，公司
通过捐赠奶牛、饲料等物

资 ，帮 助 建 立 牛 奶 加 工
厂，对当地居民进行机械
设备使用和奶牛饲养等
培训，使他们获得长期稳
定的收入。一条输电线
路的建设，改变了波洛洛
人的生活。
（新华）

柬埔寨水果首次直接出口中国
由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和
中国驻柬大使馆联合主办的
柬埔寨香蕉出口中国首发仪
式 5月 9日在柬首都金边举
行，这是柬新鲜水果首次直接
向中国市场出口。
柬农林渔业大臣翁沙空、
中国驻柬大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李岸，以及来自柬商业部、
柬埔寨中国商会、相关香蕉进
出口及冷链物流企业的代表
共200多人出席了首发仪式。
李岸对中柬农业贸易取
得的新突破表示祝贺。李岸
说，去年中柬签署了《柬埔寨
香蕉输华植物检验检疫要求
议定书》，如今首批柬埔寨香
蕉即将运往中国，这是两国农
业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也为其他柬农产品输华积

中国赴日旅游代办机构开通网上申请
签证服务，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
开通赴日旅游签证的网上受理，中国
将成为首个开通这项服务的国家。日
本驻北京大使馆将率先开通受理赴日
旅游签证的网上申请，明年4月以后
此业务范围将扩大至全部在华领馆。
需注意的是，此次开通的网上申
请仅针对代办机构。个人要申请赴日
旅游签证，仍需提交资料给各地的这
些代办机构。
除开通网上受理赴日签证以外，
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0年4月开始推
行“电子签证”，但该“电子签证”仅限
于单次赴日的签证办理。

新加坡不再加盖离境章：
新加坡自4月底开始，中国人离

境时，边检人员将不再在他们的护照
上盖离境印章。
这一新措施将统一使用自动化和
非自动化信道的离境程序。这使关卡
程序更精简，让离境时的边境检查工
作更有效。

泰国免费落地签再延期：
泰国副总理办公室经济事务处发

▲5月9日，在柬埔寨金边，柬农林渔业大臣翁沙空在柬埔
寨香蕉出口中国首发仪式上致辞
累了经验。
“一带一路”倡议下，此举不仅
翁沙空对中国向柬农产 会推动两国贸易发展，还会对
品扩大开放市场表示感谢。 促进柬农村地区发展、提高农
他说，这是柬中两国在农业合 村地区就业起到重要作用。
作上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在
（新华）

言人纳塔蓬日前对外宣布，泰国的入
境逗留不超过15天、短暂单次入境签
证免签证费政策有效期延后6个月，
延至2019年10月31日。
申请赴泰落地签证需提交以下资
料：
1.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的护照。
2.一张两寸白底免冠照。
3.随身携带 10000（个人）或20000
（家庭）泰铢现金或等值外币，移民局
将现场随机抽查。
4.不超过15天往返机票（电子票
打印版）及酒店订单。
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各位赴泰旅
游中国公民，注意泰方落地签有关要
求，提前备妥材料，确保顺利入境。
（均据华人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