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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随着法锤“砰”地一声落下，一起
涉侨民事纠纷案件以法院调解终结。该
案件中当事一方是西班牙华侨，另一方
为国内居民，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后，因
未对双方共同财产——“房产”作出分
割处理而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双
方将位于西班牙的商铺收益情况、办理
出国所产生的费用、孩子在西班牙的教
育费用等涉外收入及支出一一列出，希
望证明自己对家庭的付出，以便能在房
产上获得法院的支持。

如果放在以前，这样案件的审判期
恐怕不会短。仅仅核实有关海外财产情
况，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侨界
观察调解团从中劝解，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案件得以审结，当事人从漫长的诉
讼过程中得到了解脱。

侨界观察调解团制度是浙江省青田
县人民法院借助侨联组织联系广泛、人
力汇集的优势，开创性设定的。侨界观
察调解团一般适用于法律关系相对明
确、当事人矛盾突出、案件事实争议较
大且需要社会经验判断的案件，主要针
对民事纠纷等。侨界观察调解团成员以
人民陪审员为主，辅以特定专业人士等。

此案中，侨界观察调解团成员之一
为西班牙侨领，对于西班牙华侨生产生

活所需费用十分熟悉，无论是商铺一年
收益还是孩子在西班牙教育费用情况都
了如指掌，加上其本身在侨界的声望，
能够让当事人信服进而接受调解意见。

抓关键方可破难点

小小的一起离婚财产分割案居然牵
出了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正是涉侨民事
纠纷特点之一。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联
系日趋紧密，出国生活、学习、工作不
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在海外置业投资成
为常态，涉外民事纠纷也接踵而来。长
期以来，涉外民事纠纷因其审理难、送
达难、证据收集难困扰着不少基层法院
和涉案群众。相比一般的涉外民事纠
纷，涉侨民事纠纷就更为复杂。

首先，当事人虽侨居海外，却和国
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案件
在国内，影响在海外”。加上互联网和自
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案件从一开始就
带有显著的“国际化”，国内外影响互相
传导进而叠加，使得司法部门处理起来
十分棘手。

其次，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身居海外
诉讼不便等因素影响，大多数涉案侨胞
更倾向于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而不
是耗时耗力地参加诉讼。因此，涉侨案
件调撤率普遍较高，比如福建全省涉侨

案 件 调 撤 率 为 44.8% ， 福 州 中 院 达
48.38%；浙江文成县法院 2016 年涉侨案
件调撤率为 62.48%，高于民商事案件
11.53个百分点。

第三，由于侨胞回国参与诉讼成本
较高，导致当事人难以当庭表达诉求。
涉侨案件诉讼材料公证认证程序繁琐、
送达周期较长，案件审理周期普遍较
长，个别达 2-3 年。有的海外被执行人
处于失联状态，法院查明海外财产状况
难度较大，判决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涉侨益必定无小事

侨联组织始终将依法维护侨益工作
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2000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保护法》中明
确各级侨联组织依法代表归侨侨眷的利
益，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新时代需要新思路，新思路带来新
作为。为了更好履行依法维护侨益，参
与社会建设职能，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
益，引导侨界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维护权益，解决问题。侨联组织积
极作为，立足侨情变化，开拓创新依法
维护侨益方式方法，紧紧抓住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契机，与相关司法部门
沟通协调，上下联动，密切配合，逐步
摸索出涉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路子。

建立侨界观察调解团制度参与调

解，成立涉侨调解中心参与诉调对接，
这些顺应侨界群众呼声，配合司法部门
的改革之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在总结部分省市经验做法基础上，
2017 年中国侨联与最高人民法院一同赴
有关省份开展调查研究，与司法部门、
侨联组织、侨界群众代表一同座谈，进
一步了解实情、倾听诉求，及时总结基
层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以便推广。

2018 年 3 月，中国侨联与最高人民
法院联合下发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多
元化解涉侨纠纷试点工作的意见》（简
称 《意见》），这是中国侨联按照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自觉服从服务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结合点和着
力点，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在增强服务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
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的创新举措。

侨益无小事，让侨胞体会到家的温
暖，正是“侨胞之家”——侨联组织的
使命担当。相信在 《意见》 实施过程
中，通过侨联组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充分发挥侨联的桥梁纽带作用，配合有
关司法部门广泛开展诉调对接，诉前介
入，特邀调解，有效化解涉侨矛盾纠
纷。让相当部分的涉侨矛盾纠纷不待进
入到诉讼程序就得到有效化解，让进入
到审判执行工作中涉侨案件能够高效审
结，让侨胞们少“跑路”，少“奔波”，
切实减轻当事侨胞的负担，用具体行动
来践行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庄严承诺。

美基金会鼓励华人青年参政

近日，美国国际领袖基金会洛杉矶分会第7届年会于阿
罕布拉市阿曼索公园举办，来自洛杉矶地区60位有志进军
政坛的青年与各级民选官员参与。本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华裔候选人江俊辉于会上鼓励华裔青少年积极参与政治与
社会活动，为日益壮大的华裔及亚裔群体在政界的影响力
做出贡献。

据悉，目前亚裔人口在全美成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
个族裔，预期到2050年全美亚裔人口将占10%。

（来源：中国侨网）

旅澳小提琴家举办音乐会

近日，旅澳著名小提琴家潘寅林独奏50周年庆典音乐
会在悉尼音乐学院举行。潘寅林携年轻澳大利亚华人音乐
家同台演绎，为听众带来了一场中西文化交融的听觉盛宴。

潘寅林现年71岁，是中国上世纪经典小提琴曲 《千年
的铁树开了花》《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
等的首演者，曾先后担任过上海交响乐团、日本读卖交响
乐团、悉尼歌剧院等著名乐团的首席。

（来源：中新网）

南非玛菲肯市成立两大华社

近日，南非玛菲肯市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南非玛菲肯
侨商联谊会在玛菲肯市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理监事会成员
就职典礼，庄国功当选第一届主任和第一届会长。中国驻
南非使馆领事部副主任谢炎村、驻南非使馆警务联络官周
伟男，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吴少康及当地警察局代
表，首届理监事干部150余人参加了就职典礼。

据悉，玛菲肯市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是南非成立的第 13
家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来源：中国侨网）

八国联军美国部队入侵天津的“安民告示”、旧金
山湾区华人抗战胜利 70 周年特刊、1941 年版美国兰德
公司绘制的证明南海属于中国的地图册、二战中美国颁
给负伤战士的紫心勋章、1937年拉开中美航空运邮的海
报……面对一件件文物，《金山之路》 作者、美国华人
收藏协会秘书长招思虹，如数家珍。

日前，招思虹又一次从大洋彼岸背回 20 余件文

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下称

“国航”） 展览馆再添馆藏精
品。

“通过文物说历史才能牢记
历史。”招思虹表示，一件件抗
战的历史文物串联起来，是包
括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在内的
中华儿女顽强抗战的历程，同
时也展示了包括中华儿女在内
的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做
出的重要贡献。

自 2012 年以来，招思虹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
文物已有 600 余件。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罗存
康看来，这些文物的回归，历
史意义重大。

“二战历史，不仅属于中
国，也属于世界。”罗存康举例

说，“1942年7月7日，美国发行抗日战争爆发五周年纪
念邮票，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抗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贡献的认同，同时通过展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物，
也能引起世界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共鸣。”

自 2006 年起，招思虹开始走上了为祖 （籍） 国收
集海外珍贵文物的道路。

从起初用自己的积蓄购买文物，到与许多热心海外

文物回归的各界人士组成“ 《金山之路》 读者慈善团
队”，再到创办文物收藏和交易机构旧金山涵芬楼外
楼，12年来，在招思虹及其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已
有 5000 多件珍贵文物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
图书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等 30 多家机构，内容涵
盖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事件，填补
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每次来中国捐赠文物，大件靠托运，小件就随身携
带，招思虹尽可能做到不让文物离身。此次虽然脚部受
伤，走路有些不便，但为了安置好文物，她毅然从美国
飞回中国。

招思虹坦言，12年来，国航几乎每次都为文物的回
归“保驾护航”，“我深表感激”对此，招思虹团队此次
向国航赠送了感谢匾，并将“1939 年中美通航暨 1939
年旧金山金门世博会纪念币”以及“1937年中美航空运
邮海报”捐赠给国航。

在文物收藏事业上，招思虹的家人一直给予其莫大
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甚至身体力行，一同帮助招思虹

“挖掘文物”。面对招思虹的很多无偿捐赠，女儿曾开玩
笑说，“妈妈，你把所有东西捐出去都没关系，只要留
下我和爸爸就可以了”。

在招思虹看来，帮助文物找归宿，就像嫁女儿。
“能够帮一批批文物找到最好的归宿，让国人了解更多
历史细节，就是对一个收藏者最大的安慰。”她说，乐
于与人分享收藏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这些文献史
物，哪怕我只拥有一天，也是曾经拥有，更何况还对国
家和民族有利，何乐不为！” （来源：中新网）

侨资企业发展中有哪些困难？下一步
该如何发展？在改革开放迎来 40 周年之
际，浙江侨企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为帮助企业排忧解难，3 月 23 日至 24 日，
浙江省侨商会赴台州考察，与侨企、侨商
面对面交流，零距离倾听侨声，同时组织
经贸、金融、法律等方面专家，开展“访侨
企送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经济转型发
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为了帮助更多的侨企实现更好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侨商会秉承“联谊、服务、
合作、发展”宗旨，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引
领侨商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侨资企业转型
升级、努力维护侨商合法权益、开展社会
公益活动。

目前，浙江 11 个设区市成立了侨商
会，会员企业已达 3500 余家，总投资约
585亿美元，分别约占该省侨资企业总数
的10%和侨资总额的15%。

民营经济活跃的台州市，同样也是侨
资企业发达地区。对于浙江省侨商会的到
来，中共台州市委书记陈奕君表示欢迎。
陈奕君坦言，侨商在自己事业发展的同时
不忘回报家乡，为慈善、科教文卫事业发
展作出贡献，助推着地方经济发展。

为吸引更多侨资落地，陈奕君表示，
要“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
肚皮，擦破脚皮”去招商引资，同时要对引
进来的企业提供“妈妈式”的五星服务。

在吸引侨商回归方面，温岭一直是
“模范生”。温岭市市长王宗明介绍，近
几年，温岭强化企业培育，打好亩产论
英雄、小微园区建设等组合拳，企业发
展环境持续改善，一批侨资企业在当地
落户并迅速发展。

其中，温岭银泰城作为侨商投资的重
大项目之一，也是温岭新城核心区旗舰型地标商业综合体，
开业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意市集和少儿超模大
赛、蒙面歌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其吸引了众多顾客。2017
年，温岭银泰城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日均客流5.6万人次，
2018年将朝着“打造购物中心新零售标杆”的目标继续前行。

这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台州侨资企业发展势头迅
猛，在各个行业产生了不少“领头羊”。浙江精诚模具机械
有限公司是国内挤出平模头行业的领军企业。据悉，该企
业通过自主开发取得了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专利46项，逐渐
向科技含量高的领域进军。

浙江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则是中国汽车零部件滤清
器行业龙头企业。据公司副董事长胡婉音介绍，20多年来，企
业发展较为顺畅，发展遇到困难时，曾获得侨商会和政府的
支持帮助。

“侨商会氛围融洽，成员共享资源，充满活力。”在胡
婉音看来，浙江省侨商会能够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泛资
源，如贸易、商业、制造业等，在这个“大家庭”里，企
业发展可以得到不少资源助力。

经现场考察走访，浙江省侨商会会长廖春荣表示，浙江
省侨商会将积极牵线搭桥，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鼓励更多
的侨资企业来台发展，为台州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中新网）

最高法与中国侨联下发试点意见

多元化解:涉侨纠纷有解了
乔 益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侨联联合下发《关于在部
分地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长久以来，涉侨民事纠纷因其复杂性常常导致漫长的诉讼
过程。如今，侨联组织与相关司法部门联手，摸索出多元化解
新路子，切实温暖了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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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思虹：帮中国海外文物回家
马秀秀

图为招思虹（左三）、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前馆长黄纪凯（左二）与国航工作人员合影

华 人 社 区

美华裔小将陈巍
花滑世锦赛夺冠
近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2018年世

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单自由滑比赛的争夺
中，美国华裔选手陈巍顶住了压力，以刷
新个人最佳的成绩夺冠。

图为陈巍与获奖选手合影
（来源：美国中文网）

图为南非玛菲肯市华社成立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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