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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社抗疫委
紧急增设隔离协调
法律援助组
近日，菲律宾华社抗疫委紧
急增设“隔离协调法律援助组”。
据菲律宾华社抗疫委员会消
息，近日新冠肺炎日增确诊已经
逼近万人。马尼拉华人区因人群
流动广泛，成为本轮疫情暴发的
重灾区。菲政府作出加强版社区
隔离政策的决定，将在一定程度
上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在菲
华人如遭遇被强制执行隔离措
施，需要帮助者可拨打菲律宾华
社抗疫委“隔离协调法律援助组”
的热线电话，援助组将全力为同
胞提供协调沟通服务。
菲华社抗疫委还呼吁全体华
人，在配合封城举措的同时，应冷
静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异常
状态，及时拨打华社抗疫委各职
能组咨询热线。 （据中国侨网）

乌克兰 4月起
对中国游客
临时免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
签署命令，自 4月 1日至 9月 3
0
日，乌方对以旅游为目的入境或
过境的中国公民实行临时免签政
策。以旅游为目的入境或过境的
中国公民，可享受单次最长 3
0天
免签入境待遇，但 1
8
0天内在乌
停留总时间不得超过 3
0天。
为此，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发布提醒，根据乌相关法律规定，
中国公民以旅游为目的入境和过
境乌克兰，需备好离境机票、在乌
酒店客房订单等材料，以供乌方
边检查验；疫情期间，入境前还需
购买由乌克兰保险公司或与乌克
兰保险公司有合作协议的外国保
险公司出具的新冠肺炎保险单。
另外，还需提供 7
2小时以内的新
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新华）

7

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认为有利于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 3月 3
0日审议通
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订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
出系统修改和完善。海外华侨
华人纷纷表示支持和拥护，认
为这一举措是人心所向，有利
于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有
利于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
会会长、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
长兼常务副会长吴昊说，海外侨
胞坚决拥护此次对香港选举制
度的完善，这是“治本之道”，为
“爱国者治港”提供健全的制度
保障。
白俄罗斯华侨华人协会会
长刘洋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
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
完善，修补了香港现行选举制度
的漏洞和缺陷，为全面准确贯彻
“ 一 国 两 制 ”方 针 、
“爱国者治
港”、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

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是人心
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李
所向。
“爱国者治港”不仅符合香 “一国两制”实践中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意义。
桂雄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的
港民意，也完全符合香港特别行
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程序切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前
政区的宪制要求。海外华侨华
会会长朱海安说，完善选举制度
的情况，切实保障了香港居民的
人支持和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助于从制度上落实“爱国者治
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宪法和香港
的立法决定，坚决支持“爱国者
港”原则，不仅有利于香港的稳
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治港，乱港者出局”。
定，也有利于香港实现经济快速
宪制秩序，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
澳大利亚全澳中国和平统
复苏。
“ 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
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 一促进同盟会长钱启国说，此次
趋，也是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
安全、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完善香港
又一个里程碑。”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
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对于香港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副会长颜天禄说，全国人大常 “一国两制”实践有着非常重要
会会长徐长斌说，完善特区选
委会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作用，修补了现行选举制度中
举制度，为确保落实“爱国者治
选举制度是又一重要举措，这一
存在的漏洞，对于香港长期繁荣
港”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这将
新的选举制度安排将进一步优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使“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更加完
化地方选举。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华人华
善，有利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宾
侨联合会会长白义说，全国人大
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
说，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
远。
和附件二有利于落实“爱国者治
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确保了香
东部非洲中国总商会主席
港”，有利于确保香港长期繁荣
港未来的有效治理。香港是中
韩军说，东部非洲华侨华人坚决
稳定，符合绝大多数港人利益，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祖国
主权也是海外侨胞的共同责任。 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符合绝大多数与港有关商业人
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
士、商业活动的理性预期，将进
会长王加清表示，在国家层面修
订案，认为这充分体现了落实
一步促进香港的发展。
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 爱 国 者 治 港 ”原 则 的 立 法 精
新西兰惠灵顿中国和平统
度，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
神。香港的政权由爱国者掌握，
一促进会会长高和军说，全国人
人治港”，确保香港“一国两制” 这是基本的政治原则。 （新华）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

“春苗行动”推动
2
0多万海外同胞
接种新冠疫苗
据中国外交部“领事直通
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自 3月 7
日中国宣布推出“春苗行动”以
来，2
0多万海外同胞已在当地
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外交部领
事司提示，请海外中国公民继
续密切关注驻外使领馆发布的
有关消息，了解所在国疫苗接
种信息，并根据自身情况，本着
知情自愿原则选择接种。外交
部和驻外使领馆将在全球范围
内持续推进“春苗行动”，为更
多海外同胞送去温暖和健康。
图为 3月 2
7日，中国公民在津
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接种新冠疫
苗后留观
（据新华）

中企在智利首个
公路特许经营项目
正式启动运营
中国铁建全资持有的智利 5
号公路塔尔卡-奇廉特许经营股
份有限公司与原特许经营商日前
顺利完成工作交接，开始运营该
路段特许经营项目。
这是中国企业在智利首个公
路特许经营项目和规模最大的基
础设施项目，
标志着中国企业成功
进入智利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领域。
中国铁建所属铁建国投、铁
建国际组成联合体承担该项目建
设运营，项目中标金额超过 1
2亿
美元，全长约 1
9
5公里，为泛美公
路智利境内第二繁忙路段，将采
用“投建营一体化”模式实施。工
程内容包括既有道路运营维护与
扩建、5
6公里绕城道路的设计建
造以及新设 1
3处电子收费系统。
智利公共工程部长阿尔弗雷
多 莫雷诺对当地媒体表示，项目
建设将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新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道路拥堵
的现状，缓解区域交通压力，促进
项目沿线地区经济增长。（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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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所在孟加拉国受欢迎
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有
一家名为“索西健康护理”的中
医诊所受到当地人好评。在这
里，经过培训的孟加拉国本地医
护人员为患者提供中药、针灸、
推拿等中医治疗方案，解除了很
多当地人的病痛，赢得人们的信
赖。
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访了这
家开业于 2
0
1
9年的诊所。记者
发现诊所各部门名称都用中英
文双语标识，其中包括综合治疗
室、远程医学室等。在远程医学
室内，在本地医生安排下，远在
中国的中医专家正通过视频方
式了解一名孟加拉国患者的病
情，并给出治疗建议。
“来就诊的每个人情况都不

一样，当遇到复杂病情时，我们
会通过视频方式寻求中国医生
的帮助，参考他们提供的建议进
行相关治疗。”诊所负责人穆罕
默德 谢克说。
记者看到，到这里看病的患
者不仅有孟加拉国人，还有在孟
的中国同胞。来自郑州的王先
生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
坐骨神经痛得到很大缓解。
另一名来自中国的郑女士
在这里接受推拿等治疗后关节
疼得到有效缓解。她说，不断扩
大中医在当地的服务范围，吸引
中国中医专家前来提供医疗服
务，可以让更多当地人和华侨华
人受益。
正在诊所里接受针灸和推

拿治疗的孟加拉国交通部官员
马赫布卜 拉赫曼对记者说，因
经常需要长时间伏案工作，最近
两年他常常感到后背和脊椎疼
痛，也尝试过很多治疗方法，但
效果不佳。
“ 我在之前的就诊过
程中了解到这家诊所专门提供
中医治疗，就来这里接受治疗。
经过治疗，现在我感觉好了很
多。我非常欣赏这里医生的中
医技术。”他说，包括针灸在内的
中医疗法在孟加拉国越来越受
欢迎，很多朋友和同事也开始接
受中医治疗。
这家诊所的一名叫沙希德
伊斯兰的医生，曾于 1
9
9
1年至
1
9
9
6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学习临床医学专业。其间，

他开始接触中医并学习针灸等
中医知识，之后一直专注于中医
疗法的学习和实践。他指出，特
别是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中医
有独特的优势和很好的疗效。
他表示，孟加拉国相关部门
对中医在当地的推广持支持态
度，他计划在当地成立针灸协
会，推广中国针灸疗法。他还有
志于将中医推广到孟全国并计
划近期去乡村展开中医巡诊。
中医博大精深，学无止境。
伊斯兰说，他非常感激当年中国
老师的无私传授，希望新冠疫情
结束后能去中国继续深入学习
中医疗法，并邀请中国的中医专
家到孟加拉国来传授医术。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