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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冰雪博物馆
即日起面向海内外
征集藏品

中国侨联官方网站日前发出
倡议书，面向海内外征集“华侨冰
雪博物馆”藏品。
倡议书中称，由中国侨联倡
导援建的“华侨冰雪博物馆”已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将于 2021 年 8 月完工，并于 2021
年年底正式开馆运营。建成后的
“华侨冰雪博物馆”将成为中国规
模最大、展品最丰富的冰雪主题
博物馆。
征集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征集范围
包括反映世界范围内冰雪运动发
展历程的典型见证物，反映世界
范围内奥林匹克运动历史等方面
的典型见证物，2022 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申办、筹办过程中产生的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见证物，其
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
艺术价值的奥运见证物。
倡议书中表示，将严格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捐赠、复制、
购买、借展四种征集方式。征集
物提供者将获得相应的权益。
（据中新）

海南省华侨权益
保护条例施行
鼓励华侨参与建设
2021 年 1 月 1 日，
《海南省华
侨权益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该
条例从基本权益保护、投资创业
保护、服务与保障等方面对华侨
权益保护进行明确。
《条例》规定，海南鼓励和支
持华侨参与海南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等产业和重点产
业园区建设。华侨回国创业、就
业，符合海南省人才引进条件的，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工作条件
和生活待遇。
《条例》明确，金融机构应当
依法为华侨投资者提供金融服
务。支持华侨投资企业依法通过
信贷、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方式融
资。
海南省赴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定居人员在海南的合法权益
保护，
可以参照适用该《条例》。
（据中新）

泰国将
2021 年中国春节
定为法定假日
泰国内阁会议 2020 年 12 月
29 日决定在 2021 年增加部分特
别法定假日以促进其国内旅游业
发展，
其中包括中国农历春节。
泰国媒体援引泰国文化部长
伊提蓬的话报道说，为促进泰国
国内旅游业发展，当天召开的内
阁会议同意增加部分特别法定假
日，其中包括 2021 年 2 月 12 日中
国农历春节，这也是泰国政府首
次将中国春节列为泰国法定假
日。
（据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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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 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我驻外人员和海外华侨华人热议习近平主席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我
新征程充满信心。
驻外人员和海外华侨华人表示，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
贺词总结了 2020 年中国抗击新
会长张华荣说，2020 年，中国抗
冠疫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
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和伟大成就，令人倍感振奋和自
取得积极成效，体现了中国共产
豪。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党的执政能力，也体现了中国特
华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海
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他们愿同
外华侨华人将继续努力，为实现
祖（籍）国一道，乘风破浪、继续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而奋斗。
奋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暨
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行业公会执行主任李桂雄说，
贡献力量。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令人激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
动和振奋。中国疫情防控取得
会会长李锦辉说，习近平主席的
重大成果，经济持续复苏，中国
新年贺词道出了海外中华儿女
经验和中国方案惠及世界，广大
的心声。2020 年，中国全国上下
海外华侨华人感到无比自豪。
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决战
海外华侨华人将与祖（籍）国人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十
民一起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三五”圆满收官、
“ 十四五”全面
柬中记者协会联合主席刘
擘画。中国必将在新的一年勇
晓光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
往直前，夺取新的胜利。
强调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
英国剑桥华人社区中心主
开放，这对于包括柬埔寨在内的
席孙伟说，英国华侨华人为祖
世界各国都是利好消息。相信
（籍）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一定会取
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全面建成
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
感到骄傲和自豪，对中国将开启
会会长、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

长兼常务副会长吴昊说，习近平
主席贺词中最打动我的是“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正是秉持这
一理念，中国的抗疫斗争和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让世人称赞的
成绩。
中国第 35 批援苏丹医疗队
队长郭亚东说，祖国取得的辉煌
成就让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内
心充满自豪，对祖国的明天充满
了信心。援外医疗队员将以更
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饱满的热情
奋战在医疗援助一线，为传承两
国人民友谊，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第 19 批赴黎巴嫩维和
部队指挥长杜嘉说，全体赴黎维
和官兵将不忘初心使命，坚守维
和一线，为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
极贡献，用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
格鲁吉亚中资企业商会秘
书长于桦说，
“征途漫漫，惟有奋
斗”也是习近平主席对海外中资
企业和华侨华人的殷切希望，我
们将立足自身工作岗位，永葆初
心、牢记使命，以只争朝夕的奋
斗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

尼日利亚中国商贸企业协
会会长倪孟晓说，在尼日利亚侨
胞时刻与祖国心连心，将作为中
尼民间友谊桥梁，讲好中国故
事，弘扬中华文化，与祖国一起
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塞内加尔中国人联谊会暨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吉
才说，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展
现了新一年的宏伟蓝图。在塞
华侨华人将充分发挥纽带作用，
不断促进中塞两国民间交流合
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贡献力量。
韩国大邱庆北华侨华人联
合会会长肖娟说，聆听习近平主
席新年贺词，让人热血沸腾，充
满干劲。中国在取得抗疫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的同时与世界各
国携手抗疫，让海外游子深感自
豪和骄傲。祖（籍）国的发展激
励着海外华侨华人奋勇向前。
澳大利亚华夏文化教育促
进会会长林斌表示，中国在抗疫
斗争中展现出的力量，面对困难
的自信和坚韧让海外华侨华人
备受鼓舞。各国惟有团结起来
互学互鉴、相互支持，才能取得
抗疫斗争的胜利。
（新华）

一带一路：命运与共 携手向前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流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挑战，
“一带一路”
合作呈现十足韧性——中欧班
列逆势增长，一批重大项目取得
新进展，健康丝绸之路也取得新
突破；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理
念，携手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一带一路”等全球公共产品
和中国企业与世界风雨同行，携
手向前。
左 图 为 2020 年 12 月 20 日
在老挝首都万象拍摄的中老高
速公路万象至万荣段（无人机照
片）。中老共同投资建设的老挝
第一条高速公路中老高速公路
万象至万荣段 20 日提前 13 个月
建成通车。
（新华）

华人商铺在圣诞假期为阿根廷民众带来便利
圣诞假期是阿根廷人传统
的购物季。2020 年圣诞期间，大
部分阿根廷人延续着装扮圣诞
树、给家人送礼物等习俗。阿根
廷的华人商铺为当地民众圣诞
期间选购节日物品提供了极大
便利，物美价优的中国商品成为
许多阿根廷人的节日首选。
虽然阿根廷距离中国遥远，
但华人商铺在阿根廷却十分常
见，店里来自中国的商品深受阿
根廷民众青睐。阿根廷华人商
铺在圣诞假期大多继续营业，满
足了当地民众节日期间的购物
需求。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十一区
是当地著名的商品批发中心，
阿根廷华人黄菁在此经营一家

大型超市，出售饰品、文具、玩
具、化妆品等门类齐全的中国
商品。
黄菁介绍，目前店里共有 60
多名当地员工，每年都会从中国
进口大量商品。2020 年，突如其
来的疫情迫使店铺很长一段时
间无法正常营业，商品的进出口
流程也受到影响。
他说，在新冠疫情防控新常
态下，不少阿根廷民众更倾向于
无接触式购物。2020 年，店铺积
极开拓线上销售渠道，优化电子
商城并加大网络宣传力度，疫情
期间线上销售额成为店铺主要
收入来源。店铺在圣诞期间还
推出了线上促销活动。
安东尼娅是一名学生，她经

常在华人商铺购物。她表示，华
人商铺的中国商品种类繁多，价
格公道，在圣诞期间为装扮房
间、赠送亲友礼物提供更加多样
的选择。
黄菁店里的工作人员莱昂
纳多告诉记者，圣诞期间，从中
国进口的圣诞树、装饰品、玩具、
化妆品格外受欢迎。随着元旦
和之后的夏季休假潮到来，店铺
预计会迎来新的销售高峰。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基
本每个热闹的街区都有华人商
铺，越来越多的华人商铺也慢慢
开到阿根廷各个城市。
与大型连锁超市相比，华人
商铺多数位于居民区周边，营业
时间更长。店里提供的送货上

门和出借环保购物袋等优质服
务为当地民众提供更多便利。
黄菁说，华人商铺以邻近生活社
区、多样的商品以及便捷的配送
服务等优势吸引着越来越多阿
根廷民众。
安东尼娅告诉记者，疫情期
间，很多华人商铺都可以通过网
络或电话下单，并提供上门送货
服务，这种免接触购物“让人非
常放心”
。
常在第十一区购物的加布
丽埃拉非常喜欢中国商品。她
说，中国商品种类丰富，价格合
理，家里每年的圣诞树都是在华
人商铺购买的。
“ 华人店家非常
热情，
服务也很周到。
”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