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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约旦大使馆 4 月 12

日举行线上招待会，庆祝中约

建交 45 周年。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传东在

致辞时说，建交 45 年来，中约

关系历久弥坚。两国在维护国

家主权与安全、促进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道路上携手而行，成

为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间

共处的典范。

陈传东表示，建交 45 年

来，中约互利合作硕果累累。

中国已成为约旦第二大货物

贸易伙伴，双向投资增长势头

良好。中约人文交流日益紧

密，汉语教学、人力资源培训、

旅游合作等架起民心相通的

桥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两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体现了患难见真情。

约旦公共工程与住房大

臣叶海亚·卡斯比在致辞中感

谢中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

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

对约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期

待以约中建交 45 周年为新起

点，不断推进两国各领域交流

合作。

约旦外交与侨务部秘书

长优素福·巴泰奈在致辞时表

示，自建交以来，约中政治、经

贸、文化等领域合作不断深

化，人民交往日益密切。两国

都坚定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

尊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负

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全球性

挑战。他特别感谢中国为帮助

约旦抗疫而提供的援助和支

持。

约旦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约

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代

表等百余人在线参加了招待

会。

（据新华网报道）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 4

月 6 日在中国驻亚使馆出席中

亚建交 30 周年庆祝活动暨新

馆启用仪式。他表示，愿与中方

共同努力，全力推动双边关系

发展和各领域合作。

据中国驻亚美尼亚使馆官

网消息，中国驻亚大使范勇表

示，中亚建交 30 周年是两国关

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大事。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

流长，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

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中

方愿以两国建交 30 周年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双方发展战略

对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促进共同繁荣，造福

两国人民。

哈恰图良表示，建交 30 年

来，在两国共同努力下，双边关

系稳步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

合作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有

为，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

成就。作为好朋友、好伙伴，亚

方感到由衷高兴，愿学习借鉴

中方治国理政成功经验，扩大

双方各领域合作，推动亚中友

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馆期间，哈恰图良还出

席了中国驻亚使馆新馆剪彩仪

式，参观了新馆舍，观看了中亚

建交 30 周年图片展及两国小

学生有关弘扬中亚友谊主题的

画作。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温哥华市议员提案

振兴华埠
加拿大温哥华市议会将在本周的

会议上，投票决定一项在唐人街免费

停车的动议。温哥华无党派协会市议

员郑慧兰(Melissa De Genova)提出该议

案，她指出要加大力度解决华埠这个

历史街区的公共安全问题。

该议案提出一项试点计划，就是

将允许车辆于周日在街道停车收费表

计和城市所拥有的停车场免费泊车三

个小时。如果规定通过，该计划最早可

能会在下个月开始，并持续一年。之后

相关工作人员会研究是否永久落实免

费泊车。

郑慧兰在她的动议中指出，由于

列治文的华人企业附近有免费停车，

这会为唐人街的商家带来很大的竞

争。另外，企业和社区倡导者都认为如

果华埠有免费泊车，确定可以吸引更

多人流。

她表示，提供免费停车的目的不

仅是为了支持企业，而且可以增加唐

人街人流量，以提高安全性。“免费停

车是一种激励措施，我们需要激励人

们来到唐人街。这有助令该区变得更

加安全，并阻止犯罪和暴力事件发

生。”郑慧兰说。

2020 年 10 月，负责监督华埠振兴

的温哥华唐人街遗产管理小组致函市

议会，称免费停车将帮助企业抵御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该动议还呼吁工作人员与企业和

利益相关者协商，研究有什么措施可

以有效阻止该地区的犯罪行为，包括

增加照明系统和闭路电视摄像机。

（据中国侨网报道）

美国新泽西华人

联合总会清明祭奠

美东首批华工
正值美国各界强烈要求在美国学

校加强亚裔历史教育之际，当地时间 4

月 9 日，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组织新

州华人在新泽西州贝勒维尔市荷兰归

正教会墓地华工墓碑前，举行一年一

度的纪念美东首批华工祭拜仪式。

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主席林洁辉

带领严欣铠、郭瑞尧、胡世远、洪利武、

李世群五位共同主席与新泽西福建同

乡会、新泽西中文教师学会、海外香港

协会、新泽西山东同乡会、国学易经班

等新泽西各华人社团和华人代表近百

人参加了祭奠活动。（据东南网报道）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为
马尼拉市受火灾的民众

提供援助
近日，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下简称

“福建总商会”）协助马尼拉市政府，为

369 号描笼涯受火灾影响的民众提供

援助。

据悉，火灾发生在 369 描笼涯的

安提波罗圣（Antipolo St.）街。据不完全

统计，受火灾影响的民众达 150 户。目

前，受灾民众由当地政府统一安排暂

住地。

福建总商会会长吴清泉得知消息

后，购买了一批物资，并带领该会常务

副会长林连胜与秘书长吴肇新等会内

成员将物资送至受灾民众暂住地。

369 描笼涯主席埃弗伦桑托斯与

马尼拉社会福利部女主席艾琳·贝尼

托负责接收该批物资，并与福建总商

会一行将物资亲自分发到受灾民众手

中。 （据东南网报道）

驻英大使郑泽光走访伦敦唐人街并同侨胞座谈交流
4 月 11 日，中国驻英国大

使郑泽光来到伦敦唐人街看望

华侨华人，并与伦敦华埠商会

主席邓柱廷等侨团负责人座谈

交流。

郑泽光表示，伦敦唐人街

是英国华人社区的一张名片，

唐人街的牌楼是中英人民友谊

的象征。多年来，旅英侨胞辛勤

耕耘，艰苦创业，在各行各业都

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就。他指

出，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0 年来，两国关系虽有坎坷，

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侨胞们

作为中英关系的见证者、参与

者和推动者，长期以来为加深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双方

互利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过去两年多，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困扰，侨胞们互帮

互助、共克时艰、勇毅坚守，用

实际行动为中英两国的疫情防

控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郑泽光向大家介绍了当

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形势，充分肯定伦敦

华埠商会在推动唐人街繁荣

发展、团结服务侨胞、弘扬中

华文化、促进中英友好交流等

方面所做的工作，勉励大家继

续讲好中国故事、当好中英人

民的桥梁和纽带，并祝大家健

康幸福、事业有成。他表示，中

国驻英国大使馆将认真履行

“外交为民”理念，维护好在英

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不

断提高为侨胞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并同广大华侨华人和英

国各界人士一起，促进合作，

排除干扰，推动中英关系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健康稳定向前

发展。

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

廷代表商会全体成员感谢郑

泽光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对

广大侨胞的关心和支持，并介

绍了唐人街和商会情况。在场

的侨领们表示，郑泽光到任后

不久即与旅英侨胞线上见

面、与伦敦华埠商会负责人

线上座谈，并与侨界代表共

同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

今天又专程来到伦敦唐人街

走访看望侨胞，大家深受鼓

舞。伦敦华埠商会将继续为

中英友好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为祖 (籍) 国繁荣富强作出更

大贡献。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 4 月 6 日

下午，应阿根廷布市卡

勒沃尼亚社区负责人安

娜·玛利亚求助，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市议会议长

克劳迪奥·罗梅罗陪同

下，阿根廷华人义工协

会一行在会长何雄明的

带领下带着援助物资来

到布市卡勒沃尼亚贫困

社区，给他们送去急需

的食品及清洁用品，受

到该区居民的热烈欢

迎。

据卡勒沃尼亚社区

负责人安娜·玛利亚介

绍，该贫民区生活着近

2000 名居民，基本都是

秘鲁人，大部分都是因

病致贫。安娜·玛利亚对

旅阿侨界送去的救助物

资表示感谢。安娜·玛利

亚表示这些都是当下急

需的物资，解决了当下

的燃眉之急，最后再次

对旅阿侨团的爱心奉献

表示真诚感谢。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议会议长克劳迪奥·罗

梅罗在捐赠现场对旅阿

社团的善举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表示，长期以

来，阿根廷华侨华人以

各种方式回馈阿根廷社

会、展现慈善精神。克劳

迪奥·罗梅罗表示，疫情

期间大家都遇到了很大

困难，旅阿华侨华人多

次为民众送来食品、清

洁用品和抗疫物品。他

代表这里的居民感谢华

人的爱心奉献。

阿根廷华人义工协

会会长何雄明说道，阿

根廷华人义工协会搭建

爱心捐赠平台，为布市

贫困地区捐赠物品，献

上一份爱心。希望更多

旅阿侨胞侨团为公益慈

善事业贡献爱心，弘扬

公益精神，为当地贫困

社区居民捐赠物品，促

进与当地社会的友好关

系，树立阿根廷华侨华

人的良好形象，与当地

居民共同进步、共同成

长。

据阿根廷华文教育

基金会会长刘芳勇介

绍，阿根廷华人义工协

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

坚持向阿根廷各贫困地

区捐赠爱心物资，足迹

遍布布市各个贫民区。

新年一过，阿根廷华人

义工协会的队员们在会

长何雄明的带领下就马

不停蹄地准备着各种物

资，捐赠给布市各地贫

困地区的公共食堂。就

在 3 月还发动全侨为阿

根廷科连特斯省受火灾

影响居民捐款活动，旅

阿侨胞纷纷伸出援手，

向当地受灾民众捐赠善

款，受到当地政府和人

民的热烈欢迎和感谢。

领到物资的当地居

民纷纷感谢中国侨民给

他们的捐赠。

（据中国侨网报道）

中国土木埃塞俄比亚工程有限公司 4

月 9 日向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所小

学贫困儿童捐赠一批教育用品。

据悉，此次中方捐赠的教育用品包括

铅笔、笔记本和书包等学习用品，以及乒乓

球桌和乒乓球等体育用品，捐赠对象是科

塔里小学的 100 名贫困学生。

亚的斯亚贝巴市教育局副局长阿德马

苏·德查萨在捐赠仪式上说，中国政府和人

民对于埃塞发展给予很大支持，尤其是在

教育方面的援助展现两国之间深厚友谊，

希望这种支持继续下去，以促进埃塞的教

育平等和教育质量提高。

中国土木埃塞俄比亚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郭重凤表示，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发

展至关重要，中土对于埃塞教育的支持是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的体

现。

科塔里小学校长阿谢纳菲·翁迪穆对

记者说，感谢中方的捐赠，这不仅将对学生

未来的学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且有助

于这些贫穷学生树立自信。

“中国人的善行激励我们走向成功，等

长大后我也要去帮助处境艰难的学生。”科

塔里小学六年级学生雅各布·基罗斯对记

者说。 （据新华网报道）

中企向埃塞俄比亚贫困学生
捐赠物资

阿根廷侨界联手
为贫困地区捐赠物资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