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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批中国华侨国际
文化交流基地公布

福建三家入围

本报讯 中国侨联第
七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
交流基地”日前正式发布，
福建省内的泉州华侨革命
历史博物馆、厦门老院子、
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等三
个机构入选其中。
目前，全国中国华侨
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共有
270个，福建占有 21个。
除三个新授予的中国华侨
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外，福
建有闽清县黄乃裳纪念
馆、福建省档案馆、厦门青
礁慈济祖宫、华侨博物院、
陈嘉庚纪念馆、古田县临
水宫、莆田湄洲妈祖祖庙、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安溪
清水岩清水祖师庙、南安
市诗山凤山祖庙、泉州华
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少林
寺、芗城区林语堂纪念馆、
福建土楼博物馆、胡文虎
纪念馆、长汀县汀州客家
研究中心、宁化县客家祖
地文化园、武夷学院朱子
学研究中心等 18个单位
或机构被先后授予中国华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记者 李琳毅）

仑后村旅菲侨亲
情牵乡亲

捐资捐物支持
家乡抗
“疫”

本报讯“这次疫情防
控，海内外许多乡亲默默
地出资出力，为村落、为乡
亲的疫情防控做贡献。”3
月11日，记者在宝盖镇仑
后村采访时，一村干部介
绍说，黄宜烟家族旅居菲
律宾的侨亲就是其中一个
代表。
黄宜烟家族向来对家
乡各项公益事业建设十分
关心与热心，家乡有所需，
他们便慷慨解囊，很多领
域都留下这一家族出力的
印迹。这不，疫情发生后，
黄宜烟家族旅菲侨亲急家
乡之所急，知乡亲之所需，
他们第一时间与家乡的亲
人联系，了解到村落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得知
家乡需要防控物资后，他
们迅速向家乡捐来了物
资，解村落与乡亲们的燃
眉之急。这是仑后村海内
外乡亲共同抗“疫”的一个
缩影。一个多月来，包括
旅菲侨亲、旅港澳乡亲以
及村落热心乡贤在内，一
大批人纷纷自觉行动起
来，或是给乡亲们，或是为
镇村两级和相关部门捐赠
了物资。
（记者 林智杰 通讯
员 王丽霞）

本地侨讯 万众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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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在行动锦尚侨联有作为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
响以来，锦尚镇侨联积极行动，
凝心聚力，搭桥牵线，让一车车、
一箱箱防疫物资飘洋过海，驰援
战“疫”一线，多渠道提供支持家
乡防控疫情，展现了锦尚侨亲的
责任担当，书写众志成城同舟共
济，一起战“疫”的赤子“侨”心。

有一种感动叫千里驰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锦尚镇侨联发
出倡议，号召广大锦尚籍海内外
乡亲献计出力，积极捐款捐物，
驰援家乡。倡议得到众多乡亲
的积极响应：2月10日，锦尚侨
领邱季端通过阿里巴巴基金会
捐赠价值52.5万元的口罩紧急
驰援武汉。邱季端表示，国家危
难之际，更要体现企业社会责任
的担当，希望武汉人民能感受到
温暖关怀；旅澳同胞、福建磊鑫
集团董事长卢荣兴、总裁卢荣智
响应号召，捐赠价值100万元人

民币的两台救护车，大力支持疫
情防控；旅居加拿大华侨张诗
情、菲律宾石狮东店同乡会（筹）
等纷纷委托锦尚镇侨联向石狮
二中、东店小学、锦尚镇中心幼
儿园、锦尚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等
捐赠测温人体安检仪，同时，锦
尚镇侨联也筹集资金，为此次采
购提供一份助力。此外，旅菲华
侨李建胜捐赠 20000元用于采
购防控疫情物资，截至目前，锦
尚全镇共收到来自海内外乡亲
捐资13.95万元，捐资防控物资
价值超百万元，可谓是疫情当
前，八方支援，从而更有效地保
障家乡师生的安全，助力锦尚疫
情防控工作。

出力，全面推进群防群控、联防
联控，侨联小组长主动担任居家
隔离对象“代购”队员，安排卡
点、组织入户排查、发放宣传资
料，动员村民不办喜宴等，奋战
一线，为群众的生命安全构筑起
安全的“隔离墙”。
“大灾显侨爱、危难鉴侨
心”，锦尚镇侨联第一时间动员
全镇侨委响应号召共同抗击疫
情，并充分发挥侨委的社会作
用，支援抗“疫”一线，18名侨委
纷纷解囊，捐资3.6万元用于疫
情防控，同时充分利用各自的社
会资源，统筹整合侨界各方力量
和资源，助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疫情就是命令。锦尚侨联
通过不同方式为锦尚镇党委政
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为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
锦尚侨联分布各村的各个
侨联小组在疫情防控期间纷纷

2月1日，中共锦尚镇侨联
支部，锦尚镇侨联组织支部党员
侨委一行10多人，到各村7名贫
侨、侨眷家中，宣传新冠肺炎防
控的基本常识，为他们测量体
温，并送去共 500个一次性口

有一种力量叫凝心聚力 有一种温暖叫亲情慰问

本报讯 3月 6日
同舟共济
至7日，《石狮侨报》的
七位工作人员陆续收
到从海外邮寄来的70支额温枪，经过汇总，转
交到石狮市侨办，圆满完成旅菲侨亲所托。
疫情期间，包括额温枪在内的防控物资很
难买到。在接到石狮市委统战部、石狮市侨办
“关于协助菲律宾石光中学校友会采购额温枪，
助力母校防控疫情”的任务后，《石狮侨报》工作
人员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广泛的联系，最终确定
由旅居海外的陈瑞明先生协助采购。
在采购邮寄过程中，《石狮侨报》工作人员
参与其中。从2月19日下单到3月6日收到快
递，历时半个多月，70支额温枪终于顺利运抵
石狮，圆满完成任务。
菲律宾石光中学校友会会长蔡祥进是石光
中学75-79届学生，遵照蔡祥进会长的安排，石
狮市侨办与《石狮侨报》的工作人员在9日将
60支额温枪送到石光中学相关负责人手中，另
外10支额温枪转寄菲律宾石光中学校友会，
以备菲律宾石光中学校友疫情防控。
（记者 李琳毅）

罩，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家，
受到了广大贫侨侨眷和侨亲们
的欢迎。
“非常感谢你们的关心。”这
是旅港同胞道别时说的一句
话。3月5日下午，石狮市侨联、
泉州市委驻村干部、锦尚镇政
府、深埕边防所、锦尚镇侨联以
及秘书组一行8人深入到厝上、
西港、东店、杨厝、港前等村，对
16位回乡旅港同胞开展慰问活
动，所到之处，认真询问他们的
行程，关心他们回乡后的生活及
身体情况，对防控疫情的基本常
识给予指导，还赠送每人口罩、
酒精消毒液、洗手液、体温计等
防控疫情的必备品，同胞们对镇
党委、侨联的关心万分感激，表
示一定配合政府做好防控疫情
的工作。
跨越距离，侨亲关注疫情防
控，抗击疫情，锦尚侨联仍在行
动，而这份赤子“侨”心，永不停
歇……
（记者 邱育钦）

《石狮侨报》圆满完成侨亲所托

2020 年侨港澳台联招开始网上报名
本报讯 2020年普通高校联
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网上报
名3月1日起开始，而现场确认时
间及方式、考试时间及地点等事
项，将视疫情控制情况另行通知。
根据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须
为学历教育注1)的人员，可以申
请报考全国联招：一是港澳地区
考生，具有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
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二

是台湾地区考生，具有在台湾居
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
居住证》)。三是华侨考生，考生
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均须取得住
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
在住在国连续居留2年，两年内
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其中
考生本人须在报名前2年内(即
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
日)在住在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
于18个月。若考生本人或其父

母一方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
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
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
30个月，且考生本人在报名前5
年内(即2015年4月1日至2020
年3月31日)在住在国实际累计
居留不少于30个月的，也可参
加报名。
侨港澳台联招先进行网上
报名，时间为2020年3月1日至
3月15日，所有参加全国联招的

考生均应在规定报名时间内登
录全国联招管理系统(网址：http:
//www.eeagd.edu.cn/lzks/)进行网
上报名。网上报名流程：考生应
按系统要求进行注册，输入报考
信息、上传本人照片、证件电子
照片及学历资料。本次网上报
名暂不缴纳报考费和选择考试
地点。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
联招现场报名资格确认、缴纳报
考费的时间及办法另行通知。
（记者 许小雄）

宾校友邱健雷、邱国连、邱文奖、
邱国水等人的助力。
据悉，此次捐款活动共收到
校友爱心捐款82500元，石狮市
东明教育促进会采购了3000个
口罩，其中捐赠给东明小学2000
个，鸿山第二幼儿园1000个；采

购3台总价81000元的体温测量
仪，为实中附小东明校区、鸿山
第二中心幼儿园、实中附小各安
装1台，此次石狮市东明教育促
进 会 共 捐 出 物 资 价 值 89400
元。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邱国木）

东明旅菲校友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石狮
市民政局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
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
书》，助力学校做好复学准备工
作，连日来，石狮市东明教育促
进会发动校友积极参与防控疫

情捐款，为家乡实中附小东明校
区及鸿山镇第二中心幼儿园购
买了口罩及体温测量仪等防疫
物资，也向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
小学捐赠一台体温测量仪，共同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奉献爱
心与力量，这其中也有来自菲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