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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黃杰輭（國樓）

（福建南安文斗）
逝世於一月十六日
訂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時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火化
出殯於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

陳濟雄
逝世於一月九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
儀館CLASSIC靈堂
出殯於一月二十三日上午

洪許玉貌
逝世於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家鄉晉江龍湖崙上村本宅
訂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毗陽火
葬場
訂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

莊許淑真
（晉江英厝）

逝世於一月十八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一月廿三日上午九時

吳禮永
逝世於一月十六日
訂一月十六日下午吉時假計順市亞
蘭禮沓巴示殯儀館火化
出殯於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

施邵烏筍
逝世於一月二十日
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一月二十五日

洪文曲慨捐
六桂堂福利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建

設主任文曲宗長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我信

宗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後坑村——英

華），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子夜

壽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七十有六高齡。

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十二月十七日上午

出殯，火化於青陽火化場。殯禮之儀，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

洪建設主任文曲宗長暨賢昆玉等幼承

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六桂宗族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

施之美德遺風，守制不忘公益，慨捐本會福

利金菲幣叁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

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洪文曲慨捐
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董事

洪文曲善友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我信老先

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後坑村——英華），

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子夜壽終正

寢於家鄉本宅，享壽七十有六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越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出殯，

火化於青陽火化場。殯禮之儀，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洪董事文曲善友暨賢昆玉等幼承嚴訓，

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慈

善，虔誠護持，平素為人急公好義、樂善好

施之美德家風，守制不忘公益，慨捐本會福

利金菲幣貳萬元。仁風善舉，殊堪欽式！本

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陳關伸喪子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部陳

體育主任闢伸大哥令郎陳濟雄醫學博士(DR. 

JEROLD JOSEPHSON CAONES),不幸于二O

二二年元月九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廿八分逝

世于ST.LUKE'S MEDICAL CENTER,享壽五十,

英年早逝,軫悼同深。因疫情期間,飾終事宜從

簡,元月九日(星期日)上午,火化于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巴士殯儀館,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巴士殯儀館CLASSIC 靈堂,骨灰擇訂于

元月廿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安放于永遠紀

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

林長城丁母憂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讯：本鄉會理事

林長城鄉賢令萱堂林府陳雅雙太夫人，不幸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

十一時零五分，壽終內寢，享壽七十有五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日期另訂。

本鄉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陳闢伸喪子
菲律濱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訊：本

會常務顧問陳闢伸宗長令郎陳濟雄宗賢(DR.

JEROLD JOSEPHSON CAONES)，不幸於二

○二二年元月九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廿八

分逝世於ST.LUKE’S MEDICAL CENTER，

享壽五十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因疫情

期間，飾終事宜從簡，元月九日（星期日）

上午，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士殯儀

館，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士殯儀

館CLASSIC 靈堂，骨灰擇訂於元月廿三日

（星期日）上午出殯，安放於永遠紀念墓園

之原。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1月23日)播放精彩節目
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黃溪連接受菲律濱ANC電視台直播連線採訪

菲 律 濱 唯 一 華 語 電 視 台 — 《 菲 中

電 視 台 》 播 放 時 間 ： 每 星 期 日 （ E V E R 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 31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72頻道）播

出，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

中電視台》FACEBOOK頁面上進行直播。也

可以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

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

（包括新舊節目）。星期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

頻道，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

CIGNAL有線電視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

道）播出。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

今年在國內爆火的電視劇《山海情》講

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海固的人民

和幹部們響應國家扶貧政策的號召，完成易

地搬遷，在福建的對口幫扶下，通過辛勤勞

動和不懈探索，將風沙走石的「干沙灘」建

設成寸土寸金的「金沙灘」的故事。《山海

情》英文版（十五集）將于每星期日下午3:00 

pm 至4:00 pm在IBC 13 電視台播出。

《菲中電視台》本週日（1月23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

一. Kamuning Bakery Cafe 于1月12日早上

舉辦主題為「菲律賓與2022年北京冬奧會」

的Pandesal Forum論壇。

二 ． 菲 律 濱 福 建 總 商 會 委 託 宿 務

Mandaue菲華志願消防隊向奧德特颱風災區捐

贈愛心食品包。

三. 12月14日，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五屆初

中第卅屆級友聯誼會向校友總會特捐菲幣貳

佰萬元貧寒學生補助基金。

四. 菲律濱中國商會募捐援助奧德特颱

風災區，宿務分會捐贈宿務省政府大批賑災

物資。

五．晉江市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慶祝成立廿六週年暨第廿一連廿二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1月16日假座東海皇宮酒家舉行。

六．1月14日，菲中電視台記者到訪B－

I大橋施工現場，對主要負責人進行了獨家採

訪。

七．1月17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和

菲中瞭解協會通過線上方式聯合舉辦第五屆

「中國—菲律賓馬尼拉論壇」。

八. 1月15日至16日，達沃華人社區科興

疫苗「加強針」接種活動在納卯中華中學體

育場圓滿結束。

九. 1月13日下午，馬尼拉LUZON 街313

號描籠涯發生火災，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贈送

一些大米，水，衣物等生活物資賑災。

十. 菲律濱中國商會募捐援助奧德特颱

風災區，宿務分會連續數天圓滿舉行大型賑

災活動。

十一. 1月17日上午，商總董事兼外交主

任施超權在理事長林育慶指示下，出席菲國

警岷警區美石警站咨詢委員會會議。

十二. 菲律賓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致菲

華各界聯合會感謝信。

十三. 1月19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

連接受菲律賓ANC電視台直播連線採訪。

十四. 12月19日上午，百閣菲華商會圓滿

舉行大型聖誕節慈善獻愛心活動。

十五. 《絲路匯客廳》第三季第6集《澳

門赤子》講述的是澳門教育界尤端陽和商界

華子鋒這兩個被人稱道、頗有影響力的人物

的故事。他倆雖然就職于不同領域，但他們

共同的追求和信仰，卻讓節目組對澳門人的

家國情懷留下了深刻印象。

十六. Kamuning Bakery Cafe 于1月14日舉

辦主題為「奧密克戎變種、三級疫情警戒、

以及菲律賓經濟復甦」的Pandesal Forum論

壇。

十七. 打卡國內首家仿生人形機器人科

技館，一起穿越到未來世界，走進人工智能

在未來生活中的諸多應用場景，感受科技和

人工智能帶來的全新體驗。

十八. 北迴歸線穿城而過的廣西梧州，

常年平均氣溫攝氏21度。一年前，這裡建起

了廣西首家大型四季全天候室內冰雪場館，

讓體育愛好者在亞熱帶城市，也能感受和體

驗冰雪魅力。

十九. 「世界雪日」是由國際滑雪聯合

會設立的活動項目，2022世界雪日暨國際兒

童滑雪節中國啟動儀式的主會場設立在新疆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讓孩子們盡享

冰雪活動的樂趣。

二十. 在福建三明的山區，廣泛分佈著

一批鮮為人知的奇特古建，外部為高大的土

石牆，內部為院落式民居，形似一座座小型

化的城堡。

這些神秘的建築叫做土堡。

二十一.閩南紅磚厝，矗立在曾經的世

界第一大港。千百年來，中原文化、閩越文

化、海洋文化在屋簷下交織。泉州老街深巷

裡，老建築詮釋著中華文明和大海的碰撞，

木偶戲藏著馬可波羅和蒙古公主的傳說。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 town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ING），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北京市僑聯舉辦蘭亭杯書法大賽 華教中心歡迎華校組織學生投稿
華教中心訊：北京市僑聯、共青團北京

市委等單位聯合開展“第十一屆‘蘭亭杯’

北京中小學生書法大賽”，現委託本中心面

向全菲華裔青少年徵集書法作品，歡迎各華

校組織學生踴躍參加。投稿截止日期為2月27

日。

本次大賽旨在引導華裔青少年學習中華

優秀文化，陶冶藝術情操。

選手創作時請圍繞“弘揚中華文化，書

寫美好未來”為主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體現華裔青少年學生對祖籍國的熱愛。

參賽作品應為軟筆書法作品，硬筆書法作品

不接受參賽。

參賽選手為高中及以下學生。每位作

者限投 1 件作品，同一位作者不得通過不同

管道報送多件作品。作品必須是豎版書寫作

品；參賽選手將作品拍攝下來，並自行編輯

圖片。

圖片必須包括作品以及作品文字介紹。

作品文字介紹請放置於圖片左上角，內容必

須包括姓名、年齡、作品釋文。文字介紹的

字體為系統自帶黑體，顏色為圖片背景為淺

色，字體用黑色。

圖片背景為深色，字體用用白色，字體

顏色儘量和作品本身的顏色有所明顯區別。

文字介紹的字型大小為40點。

上交的電子作品照片格式為jpg，圖片的

寬高比例為9:16；大小不小於1MB，像素為

900至1600。

照片統一命名為“作品題目-作者-學校-

國家”。

拍攝作品應清晰、不變形；因拍攝效果

影響評選結果的，參賽選手承擔全部後果。

選 手 請 將 電 子 作 品 照 片 上 交 所 屬 華

校。各華校負責收集，並與本中心考試部副

主任蘇文得聯繫（固定電話：82412906 或 

82427860轉122），領取“第十一屆蘭亭杯海

外作品收集匯總表”。

填寫完匯總表後，與參賽電子作品照片

整理成一個檔夾，並命名為“蘭亭杯-書法+

學校全稱”，壓縮後發送至本中心考試部電

子郵箱（kaoshibu2014@163.com）。恕不接受

以微信形式報送作品。

大賽設立港澳臺及華裔青少年參賽作品

獎項一、二、三等獎和優秀獎若干，以及海

外優秀指導教師獎”若干。

主辦單位將於2022年4月中旬組織專家

成立評審委員會，對徵集的書法作品進行評

審。評選結束後，將在共青團北京市委網站

公示一周。

圖片說明：
書法大賽圖片
製作示範圖。

智能工廠助製造業回歸上海 這個國際大都市為何要守住「25%製造紅線」？
中新社上海1月22日電 「前些年外遷的

一些製造工廠或產品，在數字化轉型、智能

化變革等新經濟浪潮的推動下，有些出現了

回歸上海的趨勢，確切地說，智能製造效率

提升讓這些行業企業回歸，疫情其實也助推

了一把。」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

吳金城新近在受訪時說。

面對新一輪智能製造發展大潮，上海如

何迎接回流的製造業，又如何重塑這座城市

的「製造基因」？

躋身國際大都市   上海還要不要搞製

造？

上海是中國近代重要的民族工業發祥

地、民族品牌發源地和集聚地。20世紀30年

代，上海工業產值約佔全國50%。1978年，

上海工業總產值達到207億元（人民幣，下

同），佔全國八分之一，形成了上海牌手

錶、鳳凰牌自行車等一批家喻戶曉的上海品

牌。

國際大都市的製造業占比在下降。而今

的上海還要不要發展製造業？

吳金城表示，簡單拿整個上海跟紐約、

巴黎、倫敦、東京這些國際大都市比，不太

具有可比性，「拿外環線以內的上海，跟國

際大都市比，是比較有可比性的，然後我們

再分析產業結構。上海外環線以外的區域，

相當于一些國際大都市的衛星城，比如紐約

對面的新澤西，東京附近的千葉，衛星城有

廣闊的產業發展空間，這是一個城市群的概

念。」

世界銀行研究團隊曾做過一個報告，裡

面提到，像上海這樣一個特大型城市，製造

業占比應該在25%至30%之間。

這些年來，上海一直強調「製造乃城

市基因，製造轉型不代表放棄製造」，守住

「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

這條紅線。

「2021年上海工業增加值預計突破1萬

億元，成為全國首個工業增加值過萬億的城

市，工業投資是支撐未來產出的重要動力，

今天的投資就是明天的產出。」上海市經濟

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劉平說。他解釋，工

業總產值與工業增加值並非一定成正比，原

材料等中間投入更少，工業增加值才更高，

工業增加值更體現工業在「質」上的提升。

在劉平看來，隨著上海以智能工廠建

設推動經濟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入，對于製

造企業而言，土地可以得到非常集約化、高

效率的利用。在疫情期間，「機器工人」

讓「智造」企業的復工復產沒有那麼「窘

迫」，因為當時工人從外地回來還比較困

難，「機器工人」與在滬員工協作生產，保

障了上海復工復產的平穩。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智能製造

推進處處長韓大東也表示，隨著智能工廠變

得更加「數據驅動型」和「新一代人工智能

型」之後，製造業煥發新生，不再依賴傳統

的土地、人才和資金，而更多對知識技能型

人才、金融、生態、產業鏈形成依賴，這反

而推動製造業再次回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