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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老人需要定期探望，中国国
内手续得及时办理，农村老家的房子漏
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日常的
琐碎小事，成了困扰海外华侨华人的

“心病”。作为全国海外华侨华人最多
的著名侨乡之一，青田为解决海外华侨
华人的这些“心头小事”，搭建起“侨联
天下e矩阵”的数字化网格服务平台。

“覆盖率95%以上”
为孩子发烧而四处求医的父母、因

没有口罩而无法出门的务工人员、为邻
居确诊新冠肺炎而担惊受怕的夫妇
……当居住地疫情蔓延时，海外侨胞因
缺乏防疫物资、不了解防控知识而焦
急。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在群里发问求
助，我们都尽最大能力帮助。”青田侨联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针
对海外疫情蔓延、侨胞回国不便等情
况，青田“侨联天下e矩阵”平台为海外
华侨提供线上政务代办、物资援助、心
理咨询等多项网上服务功能。

微信群，是“e 矩阵”平台的神经末
梢，“e矩阵”采取海外侨团组群、侨领带
群，国内干部进群、医生驻群的模式，构
建起网上信息平台。海外侨胞通过微
信群驻群干部，将各项需求传递到“e矩
阵”平台，平台进行资源调配，及时回复
侨胞需求，对接国内相关部门或海外相
应侨团，提供最佳解决途径。

目前，青田“侨联天下e矩阵”共组
建530个微信（钉钉）群，国外1600多个
微信（钉钉）群，覆盖100多个国家、312
个侨团。这一平台的信息接受者，覆盖
80%的青田籍海外侨胞，在青田侨胞占
比最高的欧洲地区，平台覆盖率达95%
以上。“我们就是要建成‘内外联动一盘
棋、互通互补一张网’的数字化网格，海
外网格聚力，国内网格助力，帮助侨胞
共克时艰。”青田侨联相关负责人说。

“每天在群里报平安”
“线上服务平台给不少海外侨胞帮

了大忙，让大家倍感温暖。”青田籍意大
利华商叶先平说，疫情期间，“e矩阵”平

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海外疫情蔓延
的过程中，许多侨胞十分恐慌，渴望回
国，还有一些人因此出现了心理问题。
青田侨联邀请几百名医生入驻“e 矩
阵”，为确诊患者提供科学的治疗方案，
给侨胞提供线上心理咨询，安抚情绪，
消除海外侨胞对疫情的恐慌心理。

意大利青田同乡会会长徐孟圣也
有同感。意大利疫情严重时，青田“e矩
阵”平台了解到侨胞真实情况，迅速与
青田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在航班很少的
情况下，第一时间把中药、口罩等防疫
物资送到患者手上。

“青田政府、同乡会一起统筹合作，
日夜奋战，辗转多次，物资才终于及时
抵达意大利。”徐孟圣说，从家乡运来的
充足防疫物资让当地侨胞更加安心。

“每天看到当地侨胞朋友在微信群里报
平安，就为大家都平安健康而高兴。”

“不让任何侨胞掉队”
随着海内外复工复产逐渐开展，许

多海外侨胞面临生意萧条、重新择业等

困难。“e矩阵”成为传递复苏信息的窗
口。“有一些侨胞失业了，在群里老乡们
帮忙联络介绍，找到合适的工作，解决
切实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徐孟圣说，

“作为同乡会一员，可以真切感受到青
田线上服务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一直
在努力，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工作生
活，都不让任何一名侨胞掉队。”

在意大利、西班牙的主要城市，青
田侨联通过“e矩阵”平台搭建首批77个

“海外青田侨胞服务站”，就近为侨胞提
供帮助。目前，青田共有94.8万只口罩
寄往海外，4.3 万份防疫中药成功寄到
意大利、西班牙等23个国家，向海外转
运 9.9 万斤大米，捐赠给华侨慈善救助
基金的793万元抗疫专款全部改用于海
外防疫。

“现在，口罩、消毒液这些防疫物资
都不缺。大家不用再为抢回国机票而
彻夜难寐了。”叶先平说，“线上服务平
台的帮助给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
力量。”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青田用心解决海外华侨华人“心头小事”

“e矩阵”串起海外乡亲乡情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很多国家根据本国
疫情防控形势变化，修改了入境政策。近期有出行计
划的小伙伴，出发前可要确认好哦！

法国：对美国等16国旅客加强入境防疫措施
由于新冠病毒在法国的传播呈加速态势，7月24日，

法国官方宣布对美国等16国旅客加强入境防疫措施。
它们分别是美国、巴西、印度、阿尔及利亚、巴

林、以色列、南非、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阿曼、巴拿马、秘鲁、塞尔维亚、土耳其和马达加
斯加。

目前，官方表示，只有在法国有固定居所的相关
国家公民和居住在以上国家的法国公民才获准入境
法国，他们将在抵达法国机场和港口时接受强制性病
毒检测，检测呈阳性的旅客将被隔离14天，以防止病
毒传播。

日本：4月2日前出境者或可再次入境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日本相继对部分国家

关闭了入境的大门。截至 2020 年 7 月，包括中国、美
国、韩国在内，共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访客被禁止进
入日本。人员的隔绝，对国际间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
造成巨大阻碍。

近日，日本政府方面表示，8月将推出新政，持有
日本入国管理厅颁发的在留卡的外国人，只要是2020
年4月2日之前出境的，都有可能再次入境。

对于4月3日及之后由日本出境的持在留资格的
外国人，他们的在留资格也会相应延期。

菲律宾：持永久居留或移民签证的外国人可入境

菲律宾移民局近日宣布，从8月1日开始，解除对
持有长期签证的入境外国公民的临时旅行禁令。

同时，移民局强调，只有持永久居留或移民签证
的外国人才可入境，外国游客、非移民签证持有者以
及其他类别的外国人仍被禁止入境。如果他们抵达
菲律宾，将被遣返。

泰国：这几类外籍人士可入境
7月16日，泰国民航局发布最新国际航班服务管

理规定，称从7月17日起，国际航班入境旅客必须出
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口罩，否则不予办理登机证。
并再次重申人员抵泰后，须严格依照泰国官方规定，
即在入境口岸接受核酸检测、接受14天隔离检疫，以
及下载使用App以追踪在泰境内行踪等。

早在7月初，泰国特许包含泰国公民、外交使团人
员、泰国公民的非泰国籍直系亲属等 11 类人员入境
泰国。为推动泰国经济快速恢复，7 月 22 日，泰国官
方再次批准4类外籍人士入境泰国，包括举办会展活
动、拍摄电影、医疗健康及精英卡等群体，还批准缅
甸、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劳工入境，并对不同群体入
境后的隔离场所、标准都做了详细说明。

澳大利亚：悉尼机场每日入境不超过450人
由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疫情复发，墨尔本机场

封锁，多家航空公司将飞行终点转向悉尼，导致悉尼
机场人流量短时激增。

为缓解悉尼机场的压力，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已从
7 月 4 日起采取限制措施：所有飞抵悉尼的国际航班
所乘载旅客数不得超过50人，每日从悉尼机场入境的

人数总计不能超过450人。
同时，从7月18日起，境外飞抵悉尼的个人须缴

纳每人数千美元的费用，用于 14 天强制隔离期间的
支出。
马来西亚：入境前3天须检测 同时强制隔离14天

因近期马来西亚输入病例增多并导致本地传播，
马来西亚政府日前宣布，重新实施新的入境措施。

所有从国外入境者，无论是公民或非公民，都务
必在进入马来西亚前3天接受RT-PCR(实时聚合酶链
反应)检测。同时，这些人抵达后都必须前往隔离中
心，接受长达14天的强制隔离。
希腊：乘客定位表(PLF)须在抵达希腊前至少24小时完成

早在7月1日，希腊当局就按照欧盟拟定的“14+
1疫情安全国”名单，向国际游客开放了旅游市场，冀
重启希腊“旅游季”。

根据规定，旅客必须在办理值机手续前至少48小
时填写《旅客定位表》，提供包括出发地、旅行史、在希
腊居住地等信息，填写完成后将获得一个二维码。在
旅客抵达希腊后，机场工作人员将检查每名乘客的二
维码，并据此引导旅客前往检测区或者出口。

7月中旬，希腊民航局发布新的航空指令，再次明
确填写乘客定位表(PLF)的时间限制，即从7月16日至
8月31日，所有旅客必须在抵达希腊前至少24小时完
成表格。未按规定填写旅客定位表的旅客将会面临
数百欧元的罚款。

俄罗斯：取消入境外国公民隔离措施
自 7 月 15 日起，俄罗斯逐步恢复国际航班，并出

台新规定。
新规指出：外国公民在进入俄罗斯时，需要提供

新冠病毒测试阴性结果的医疗文件，同时要求检测必
须在抵俄前3日内进行，且是俄语或者英语的医学报
告。这就意味着7月15日后，进入俄罗斯的外国公民
无需进行 14 日隔离，但需要提供核酸检测报告结果
为阴性的文件。

7月23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再次表
示，持有因疫情逾期未使用的入境签证的外国人可在
俄罗斯使领馆复工后办理重签，无需支付领事服务
费。

扎哈罗娃指出，免费办理重签需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所持签证为单次或两次入境签证且有效起始日期
不得早于3月15日；申请人需提交办理相同入境次数
或更少入境次数签证所需的文件；所办签证将在2020
年3月16日的政府令失效后的6个月内到期。
匈牙利：持超过90天有效期居留卡的外国公民可入境

7 月初，匈牙利进一步放宽非匈牙利籍人员入境
政策，允许持匈政府颁发的超过90天有效期居留卡的
外国公民入境。入境时仍需接受匈方健康检查。如
有疑似感染症状，需在官方指定点隔离观察；如无疑
似感染症状，则需自行居家隔离14天。

值得注意的是，入境前5日内，在专门医疗机构进
行过两次病毒核酸检测(SARS-CoV-2 Test)且结果均
为阴性的，能提交检测报告(须为匈牙利语或英语)的
入境者可免除隔离。

来源：中国侨网

近期有出行计划的需注意 这些国家入境政策变了

五渔村（Cinque Terre), 又译五乡村，位于意
大利北部利古里亚大区拉斯佩齐亚省海沿岸地
区，是蒙特罗索、韦尔纳扎、科尔尼利亚、马纳罗拉
及里奥马焦雷五个悬崖边上的村镇统称，曾被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盛誉为“世外桃源”，于1997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9年被评为国家公
园。该公园面积约4300英亩，是意大利目前最小
的国家公园。

一千多年前，人类沿着蜿蜒的地中海海岸线
建起了这五个小渔村，又用四条栈道串起五个小
渔村。陡峭的山崖，满山的葡萄；明媚的阳光，清
澈的海水；彩色的村落，独特的人文……这些小渔
村成为了点缀在青山与大海之间的宝石。小火车
是渔村之间交通的最佳方式，游客只要花16欧元
就可以从东南面的拉斯佩齐亚市火车站到五个渔
村，一天之内可以随意自由上下站，尽兴游玩。那
四条连接五个渔村的蓝色栈道约20公里，是世界
上最美的徒步旅游线路，成为了驴友们的徒步圣
地，其中最著名的是连接马纳罗拉和里奥马焦雷
的“爱的小径”。 林毅斌

贵州毕节“EGO颐高七星云
大数据小镇”举行奠基仪式
该项目系我县侨商在西南投资最大项目

本报讯 日前，由我县西班牙归侨、丽水市侨联副主
席项建福领衔投资的贵州毕节“EGO颐高七星云大数据
小镇”正式奠基启动。

该项目一期投资约2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
米，采用互联网思维，以“大数据+新型产商复合平台”的
模式集购物、电商、酒店、游乐、休闲、娱乐、餐饮、产业数
据、智慧人居于一体。同时，该项目还将引进永辉超市、
温德姆酒店、容纳1000多人的IMAX影院等企业，设有大
型海洋公园、沉浸式体验天街等项目，填补了毕节市的高
端商业领域的空白。目前，该项目已被列入贵州省重点
建设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投资方与发源于杭州的著名数码品
牌EGO颐高集团实行深度合作，并向全世界青田人伸出
了橄榄枝，目前，我县鹤城街道乡贤会，青田侨乡进口商
品城等团体已在积极对接该项目。

青田旅西侨领发起创办
抗疫“爱心餐厅”

“我的工作丢了，工资也没了，日子不太好过。‘爱心
午餐’对我们全家有很大帮助，特别感谢这些中国志愿者
的关心。”厄瓜多尔侨民奥夫拉多尔日前在西班牙马德里
乌塞拉区的“爱心餐厅”说。奥夫拉多尔是一名建筑工
人，疫情暴发后一直隔离在家，他说在他家经历艰难的时
刻，是“爱心午餐”帮他们解决了困难。

“爱心餐厅”位于马德里市西郊著名的移民住宅区
乌塞拉区政府附近。午餐时间快到了，餐厅门口像往常
一样排起长长的队伍。队伍中有一名来自多米尼加的
年轻姑娘，她以前是餐厅服务员。西班牙进入国家紧急
状态后，所在餐厅就关门了，她的生活也面临困难。她
说：“我们现在正经历意想不到的困难，‘爱心午餐’是很
大的帮助，饭菜都事先做好，来了就可以取，不用等很长
时间。”

第一次来“爱心餐厅”的克里斯蒂娜是哥伦比亚人，
她对记者说：“中国侨民志愿者做了很棒的工作，温暖人
心。”

记者看到，六七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志愿者站在餐
厅门口，忙着为大家分发午餐。每人一个塑料袋，里面有
主食和菜品，分别装在几个小盒子里。

在餐厅里，记者找到“爱心午餐”的发起人、乌塞拉侨
界联盟主席徐宋灵。他说，受疫情影响，西班牙经济受到
很大冲击。一些侨胞没有收入，生活陷入困境。他收到
许多求助信。为帮助侨胞渡过难关，侨界联盟联系各大
商家、热心人士共同帮助有困难的人员和家庭，决定为他
们提供“爱心午餐 ”。

徐宋灵说，刚开始是为同胞服务，后来发现有很多拉
美国家移民也有同样的困难。于是，他们就取消国籍限
制，只要有困难，就可以直接来领取“爱心午餐”。每天都
有七八十人甚至上百人来领午餐。徐宋灵告诉记者，“爱
心午餐”活动5月开始，每天有2位厨师和几位志愿者负
责做饭和分发饭菜。他们的工作得到越来越多爱心人士
的支持和帮助。他说，乌塞拉区前区长佩雷斯周末还带
着全家来帮助分发饭菜，支持这一公益活动。

一粥一饭之间，体现了华侨华人勇于担当和对第二
故乡的责任感。一位名叫依依的年轻志愿者说，每当帮
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也更加懂得要体
谅他人，感恩社会。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参赞朱健说，“爱心午餐”
已发出9000多份，有一半是本地民众及其他国家移民领
取的，这不仅展现了华侨华人的爱心，更体现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USERA华侨联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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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纳罗拉风光马纳罗拉风光

蒙特罗索城堡蒙特罗索城堡

韦尔纳扎海景韦尔纳扎海景蒙特罗索海滩蒙特罗索海滩

柯尔尼利亚一隅柯尔尼利亚一隅

小火车穿山而过小火车穿山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