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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8月起 泉州将设首个华裔族谱海外征集联络处
免除中国等国游客 7月30日，由中国华侨历史 海外征集联络处。更好地开展 沈慕羽先生祖籍福建泉州， 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沈先生
入境签证费
博物馆、马来西亚沈慕羽书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裔族群 其父沈鸿柏积极支持孙中山革 也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族的“精神
斯里兰卡政府 7月 31日宣
布，从8月1日起免除包括中国在
内40多个国家的游客入境签证
费用。政策有效期为6个月。
据移民局官员帕桑 拉特纳
亚克介绍，赴斯游客可以提前上
网申请为期30天的免费入境签
证。如30天后延长签证，则需缴
纳一定费用。
除中国外，此次斯里兰卡还
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游客实施免
费入境签证政策。 （新华）

文物馆、泉州市侨联、泉州华侨
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世纪
峥嵘 凛然长歌——纪念华教领
袖沈慕羽先生逝世十周年书法
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
幕。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还与
沈慕羽书法文物馆达成共识，将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沈慕羽书法
文物馆设立泉州首个华裔族谱

的族谱征集工作。
本次展览共展出沈慕羽先
生书法作品近50件，向广大观
众呈现沈老笔力雄健、浑厚苍劲
的墨宝。通过此次展览举办，沈
老为华文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
感人事迹将在祖籍国广为传播，
同时也将推动中马间的文化交
流、文明互鉴，在促进“一带一
路”民心相通上发挥积极作用。

命活动，曾担任同盟会马六甲分
会支部长，筹款筹物，发展组织，
不遗余力。沈慕羽先生秉承革
命家风，继承其父遗志，以“服务
一生，战斗一世”为座右铭，致力
争取海外华语教育地位，呼吁华
人大团结、铲除种族主义，建立
公平社会。沈先生百折不挠的
精神感动且带动了无数人和他
并肩作战，从而奠定了当今华文

国航开通
北京直飞尼斯航线

马来西亚放宽
中国及印度游客
落地签政策
马来西亚内政部近日公布，从
今年7月15日起在6个入境处为
中国与印度游客增设落地签证服
务，并放宽落地签证的多项政策。
增设的落地签入境处包括：吉
隆坡梳邦机场、兰卡威国际机场、
纳闽渡轮码头、黑木山马泰边境、
沙捞越美里国际机场及美里双溪
都九（SungaiTujoh）入境处（文莱马来西亚边境）。放宽的政策包
括：逗留期限从目前的7天延长至
15天，签证办理费用从330林吉
特下调至200林吉特。此外，入
境时必须携带的现金从1000美元
降至500美元，并且可以是现金、
旅行支票、信用卡等多种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落地签
政策只对符合相关政策，并且从
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入境的中国与印度游客有效。从
国内前往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仍
需按规定提前办理相关签证。
（据央视）

伊朗对中国公民
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7月30日
发布消息，确认伊朗对中国公民
实行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援引伊朗
官方消息说，自2019年7月16日
起，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的人员
赴伊朗旅游观光和商务访问可免
签入境，每次入境后可停留21天。
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护照人
员前往中国，仍需要到中国驻伊
朗大使馆办理签证。
同时，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信息，提
醒赴伊中国公民注意以下事项：
前往伊朗应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女士（学前儿童除外）须戴头巾，
避免穿着暴露；男士不要穿背心
或短裤外出；注意安全，保护好私
人财物；遵守当地法律。此外，在
伊朗不能使用银联、维萨、万事达
等信用卡及旅行支票；不准携带
含酒精饮料、猪肉及其制品以及
各类违禁物品入境。 （新华）

领袖”。沈慕羽先生同时也是著
名书法家，他八岁习字，持之以
恒，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沈
先生一生崇拜关羽的正义，文天
祥的浩气，将贤哲的品质注入翰
墨中，雄浑持重，稳重正大，正是
他人格、风范的写照，在海外书
法界独树一帜，在马来西亚被誉
为“沈体”。
（记者 洪亚男）

中老铁路跨湄公河特大桥实现首桥合龙

这是 7月 28日拍摄的
合龙后的中老铁路老挝琅
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
随着最后一个合龙节
段混凝土的浇筑，中老铁路
老挝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
桥7月28日成功合龙，实现
全桥贯通，比计划工期提前
7个月。

中老铁路两座跨湄公
河特大桥实现首桥合龙和
贯通，标志着中老铁路2019
年土建工程取得关键性胜
利、中老铁路工程建设取得
重大成果。
中老铁路北起两国边
境，南抵万象，是第一个以
中方为主投资建设、中老共

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
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
线路全长414公里，其中桥
梁长度近 62公里，隧道长
度近 198公里。中老铁路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
用中国设备，2016年 12月
全线开工，计划于 2021年
12月建成通车。 （新华）

越南向中方移交 395 名网络赌博嫌犯
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
协调下，越南公安部8月1日
在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向中
国警方移交了395名涉嫌网
络赌博犯罪的嫌疑人，以及
大批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
等涉案物证。
根据中越警方长达数月
的联合调查，众多中国籍不法
人员在越南北部海防市租住
楼房，管理近百家赌博网站，

针对中国境内人员，大肆组织
开展网络赌博违法活动，涉案
资金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为准备收网，中国警方
提前派出工作组与越方进行
对接和沟通。根据双方计
划，越南警方于7月27日组织
上千名警力对多个犯罪窝点
开展行动，将所有涉案嫌疑
人一举抓获。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警务

参赞赵万鹏表示，中越警方
有着良好密切、积极务实的
合作关系。近期，根据跨国
犯罪出现的新情况，中越警
方不断加大信息交流、联合
侦办的力度，连续破获多起
大案，取得了良好的执法和
社会效果。中国警方正告有
关犯罪嫌疑人，尽快悬崖勒
马，向警方投案自首，否则将
面临法律的严惩。 （新华）

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
“热度”
在伦敦升温
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
专题定向推介会 8月 1日在
伦敦举行。推介会助推华商
大会“热度”进一步升温。
英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
进隆在致辞中介绍第十五届
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工作进度
时说，目前，大会的基础性筹
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逐
步转入伦敦落地执行工作。
已有来自35个国家的1877人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报名参加
大会，且人数还在急速增

加。
张进隆表示，筹备委员
会还将于 8月 8日起在英国
进行预热宣传路演，争取英
国主流社会和各界的支持。
他希望有更多的全英华侨华
人、中资企业、留学生与媒体
参与到大会的各项工作中。
中国驻英使馆公使衔参
赞兼总领事童学军、伦敦华
埠商会首席副会长邓桂芳等
嘉宾在推介会上致辞。来自
英国商界、侨界、中资企业界

以及留学生团体等近百名代
表出席了推介会。
世界华商大会自1991年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首届
以来，至今成功举办14届，现
已成为全世界最具规模、代表
性和影响力的华人商界盛
会。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
将于2019年10月21日至23
日在伦敦举办。届时，中英两
国政要及全球80余国的3000
余位政经界代表将出席大会。
（新华）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国航）一架客机8月2日抵达法国
南部城市尼斯机场，标志着北京直
飞尼斯航线开通。航线将由空客
A330—200型客机执飞，目前每周
三班。
尼斯市长克里斯蒂安 埃斯特
罗西说，近年来，到法国南部旅游
的中国游客数量逐年上升，尼斯等
城市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游客
赴法旅游目的地选项。新开通的
直航航线将推动中法双边关系发
展，特别为旅游文化交流与合作贡
献力量。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余劲
松指出，国航北京—尼斯直飞航线
正式开通是中法航空运输市场合
作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她说，新
航线的开辟为中国游客来法提供
了新的便利和选择，也为中国与法
国南部地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开
辟新前景。
（新华）

中国驻韩国使馆提醒
赴韩国旅游注意事项

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网站消
息，暑期期间，中国公民赴韩国旅
游进入旺季。中国驻韩国使馆特
别提醒注意以下事项：
谨防“不合理低价游”。韩国
物价水平较高，如您准备参加的团
体游价格明显低于一般市场价格，
需警惕强制购物风险。旅游途中
如遇纠纷，请拨打中国国家旅游服
务热线 0086-10-12301、韩国旅游
投诉中心1644-0644进行投诉。投
诉维权时注意保存好旅游合同，记
住旅行社、领队姓名、电话及导游
证号码，收集好相关证据，依法理
性维权。
美容整形特别注意事项。请谨
慎选择中介机构，勿盲目听信广告
及网络宣传，切勿通过非法中介联
系整容医院，以免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如发生医疗纠纷，可通过韩国
医 疗 纠 纷 调 停 仲 裁 院（电 话
02-6210-0114，网址www.k-medi.or.
kr，有中文服务）或法律渠道解决。
切勿携带肉类制品来韩。韩
国从6月1日起提高了对非法携带
畜产品入境的处罚标准，携带猪肉
类制品将被罚500万-1000万韩元
（人民币3万-6万元）。
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警惕
以“使馆”“公安”“海关”名义实施
的电信诈骗。 （据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