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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0 日深夜 11 点多，青
田县一户住宅里突然冒出滚滚浓
烟。幸亏邻居及时发现报警，将火
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邻居原以为是老人不小心点燃
了火，后来发现竟然是有意为之。
老人姓徐，来自一个华侨家庭，有
三个子女，其中两个在国外，自己
平时和老伴儿住在一起。事发当
天，徐某因琐事跟老伴发生了激烈
的争吵，在国内的女儿闻讯赶来，
劝解无果后，把母亲接走了。

老伴儿的突然离开，让徐某的
心情跌落到谷底。晚上，独自在家
的徐某辗转难眠，偏执的他甚至产
生了自杀的念头。于是，他用打火
机点燃了家里的书本、被子、衣服
……所幸火势不大，被隔壁邻居及
时发现并报警。

坚持“少捕慎诉”

办案检察官仔细审查案卷、走
访案发现场后认为，本案系因家庭
矛盾纠纷引起，犯罪嫌疑人徐某一
时冲动下放火，经家属及邻居及时
扑救，未对周围群众生命及财产造
成实质侵害，且其本人悔罪态度较
好，如实坦白犯罪事实，认罪认罚。

案件办理中，办案检察官主动
向多方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听取
公安机关和县侨联等部门的意见，
并到徐某居住的社区进行风险评
估，广泛听取社区居民意见，听取
人大代表对案件的看法。

了解情况后，街坊邻居对徐某
的过激行为表示了谅解，并主动请求
司法机关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另
外，徐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大腿也
有骨折旧疾，生活无法完全自理，不
适宜羁押，且年龄已达 75 周岁，依法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综合考虑相关情况，根据法律
规定，青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
疑人徐某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
定，但其纵火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已涉嫌放火罪，公安机关将作进一
步侦查。

多方帮教关爱

虽然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但在办案检察官眼里，不仅要依法办
好老年人犯罪案件，还要做好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疏导和帮教工作。

像徐某这样的华侨家庭老人，
长期没有子女的关爱和陪伴，遇到
挫折很容易情绪失控。所以，解决

纠纷、做好心理疏导，对老人而言
特别重要。

为此，青田县检察院通过海外
同乡会与徐某身在国外的儿女取得
联系，并通过“检侨之家远程视频
系统”组织徐某国内外家属通过视
频矛盾化解，落实社区、邻居、家
属的监管帮助计划，为老人提供更
多的日常关爱和养老服务，努力将
办案风险降到可控范围内。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
诸暨县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
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
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
经验”，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
面旗帜。作为著名的侨乡，青田有 33
万人口在国外，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留
守老人和儿童。青田县人民检察院深
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
留守侨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图：检察官到徐某所在社区
进行风险评估并听取居民代表意见。

华永杰摄

七旬侨眷老人因家庭纠纷深夜放火

检察官让“法”有温情

侨 界 关 注

连云港开通侨企绿色通道

今年以来，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开通侨企网上办审批绿色通道。定期上门收集甄别是
否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不作为、慢作为问题以
及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违纪违法行为。

图为路南街道纪工委工作人员在一侨企征求改善营商
环境的意见。 张 琪 李路远摄

河南名师奥克兰巡讲
由河南省侨务办公室和暨南大学新西兰实验学校共同

承办的“华文教育·名师巡讲”新西兰班7月16日在奥克兰
继续举办，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唐新领事亲临指导。本
次培训班河南省教师将在豫剧、少林武术、音乐、舞蹈方
面，通过文化讲座和课堂辅导等授课方式相结合，帮助当
地华文教师掌握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提高教学能力，老师和
学生们对中华文化知识的学习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对少林
武术和河南豫剧更是喜爱。

图为老师教授当地华侨子女跳舞。 王 继摄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广东吃第一只螃蟹

据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5）》
统计，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总数超过
6000 万，分布在世界 198 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华侨约占 10%，并呈增长态
势 。 华 侨 历 来 有 爱 国 爱 乡 的 优 良 传
统。近年来，海外华侨尤其是新侨回
国创业、投资者日益增多，侨资企业
占我国外资企业的约 70%，投入资金占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约 60%以上。华
侨扶贫济困，兴办公益事业，其中有
相当一批人掌握高端科技和先进的管
理经验，是我国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
重要来源。

“21世纪各国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
争，吸引人才离不开健全的保障规定。”
美国华裔律师张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道。华侨回国后面临的权益保护问题日
益突出。在缺少系统性法律保护的背景
下，定居国外的华侨虽是中国公民，但
在回到国内生活工作时，常常会受到阻
碍。涉侨法规应运而生，保障了华侨华
人的权益。

7 月 1 日起，《大连市华侨权益保护
条例》 正式施行。此条例是继浙江、
广东、福建、湖北、上海、江苏和贵
州后，第八个针对华侨而制定的地方
保护条例。该条例是大连长期以来加
强华侨权益保护工作的高度总结，为
切实解决华侨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
华侨在促进国内外多领域合作交流中
的桥梁纽带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
保障。

在 华 侨 权 益 保 护 方 面 ，《广 东 省
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是省级层面华侨
权益保护的第一部地方法规。2015 年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北京理工大
学 法 学 院 刘 国 福 教 授 向 本 报 梳 理 了

《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的由来
背景。

首先，近十多年来，广东省侨情发
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华侨、外籍华人
来粤创业发展，其在粤创业资金、社
会保险和子女入学等权益保护需求日
趋突出，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也时有
发生。其次，广东省是我国重要的侨务
大省，有 3000 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广东省的独特
优势和宝贵资源，也是推动广东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侨捐赠广
东发展公益事业和工农业生产的款项
累计超过 470 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华
侨捐赠总额的 70％。最后，国家层面目
前还没有保护华侨权益的专门立法。改
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
具有广东特色的侨务法规政策，但没有
形成完整的华侨权益保护体系，且很多
政策在执行中缺乏权威。因此，制定地
方性法规是经济社会发展及工作法制
化的需要。

各地纷纷效仿借鉴

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成效明显，成功
保障了华侨的切实利益。刘国福称：“广
东省侨务部门 2016 年办理‘三侨考生’
证明418份，广东省共有366名‘三侨考
生’被高校录取。华侨信访案件数量也
逐步下降，案结率提高，达到 95%，无
一项被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三侨考生’录取、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
务教育等工作成效明显，侨务工作依法
行政能力得到提高。广东省有关部门已
经制定出台了一些配套文件，比如 《关

于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的实施办法》
《关于华侨学生在我省接受高中阶段教育
的实施办法》 等。这些文件增强了条例
相关条款的可操作性。”

有了广东省的带头示范，各省的侨
务工作有了良好的借鉴对象。

《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是继
《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之后中国
第二部保护华侨权益的地方性综合性法
规，于2016年9月1日起实施。

近年，福建省完善“五侨”联席工
作会议机制，适时推动建立省侨务工作
领导小组，聘请政府法律顾问，发挥侨
务法律顾问团作用，形成维护华侨权益
有效协调机制，侨务信访逐渐减少。
2018 年初，最高法院司改办和中国侨联
权益保障部联合在莆田召开“全国涉侨
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推进会”，福建
省和莆田市侨联的涉侨维权工作做了典
型经验交流。

浙江省立法护侨也是中国各地华侨
权益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浙江省华侨
权益保护条例》 全文共 35条，基本涵盖
了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涉侨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主要内容，明确了华侨权益保护遵
循平等保护的原则。

据媒体报道，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副
会长、杭州市侨商协会副会长谢长春
在国外生活了数十年，于两年前回到
杭州创办了一家科技信息企业。“过去
华侨回国创办企业多少有一些壁垒，
如收益资金汇往境外手续复杂、专利
权保障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2018 年
浙江出台的条例对维护侨益带来了利
好，如明确华侨在浙江依法投资经营
获得的合法收益等可依法汇往境外，明
确对重大发明专利技术予以政策资金支
持，这些对于我们华侨发展企业将是有
力的‘强心剂’。”谢长春说。

立法尚需完善推广

除已出台 《条例》 外，其他省份的
华侨也面临着同样的权益问题。学习他
省法规办法为侨务工作提供了便捷。各
省也应制定具有当地特色的侨务法规政
策，保护侨胞合法权益。在山西省，为
进一步体现省委省政府对老年归侨的关
心与照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
侨眷权益保护法》 和 《山西省实施 〈中
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
法》 精神，结合山西实际，2016 年，省
外事侨务办公室、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侨联联合发布 《关
于为困难老年归侨发放生活补贴的通
知》，决定对山西省困难老年归侨每月发
放生活补贴200元。

“未出台《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的各
省，应该抓紧研究论证，尽快列入立法计
划。同时及时审议修改，争取早日颁布实
施可维护华侨权益的法规。”刘国福说，

“与此同时，法规的实施中仍有一些不足。
如各地各部门对条例的宣传开展不平衡
及一些地方在破解保护华侨权益难题时
缺少新思路。因此，在开展宣传活动时，除
了面向涉侨部门和华侨，还要注重面向金
融、教育、医疗、财产登记等部门和单位。
针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关部门要
主动作为积极破解难题。同时加快出台条
例配套实施细则，扎实推进条例在各地各
部门落实见效。”

华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
和宝贵资源，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把
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落到实处，为华侨
华人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赢得华侨的
掌声，让他们更有归属感。

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系列丛书
之 《法治侨务论》 13日在北京举行
新书发布会。《法治侨务论》由暨南
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国福、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
耀编著。全书分为法治侨务建设、涉
侨法律法规体系、侨捐法与外籍华人
出入境法三编，对中国涉侨法律体系
现状进行梳理，探讨法治侨务的组织
保障和法治能力建设、涉侨法律法规
体系的未来发展等，希望能为法治侨
务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涉侨立法赢得华侨掌声
孙少锋 尚 玮

温州侨界“快乐营”开营
近日，2019年“亲情中华”温州市侨界留守儿童快乐

营玉壶分营正式开营，为孩子们“快乐过暑假”送上丰富
多彩的活动，消弭侨界留守儿童心中的孤寂。

据悉，此次活动共有当地的120名侨界留守儿童参加，
有13名来自温州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以“美丽温州，亲情中华，幸福侨乡，快乐童年”为主
题，为期21天，分为小、中、大三个班级，课程内容为兴
趣课、特色课、户外体育、心理课、班会班务、传统文
化、爱乡教育、安全环保等。

据了解，自 2012年第一次“亲情中华”侨界留守儿童
快乐营在玉壶镇开营以来，今年已经迎来了第十季。举办

“侨届留守儿童快乐营”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侨界
留守儿童当前教育上的某些不足，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帮
助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解决后顾之忧，促进侨务资源
可持续发展。 （据中国新闻网）

芬兰“小候鸟”快乐飞青岛芬兰“小候鸟”快乐飞青岛

7月 12日，来自芬兰的莱奥和伊
娜两名小朋友在青岛西一家书画院
愉快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莱奥和伊娜是兄妹俩，妈妈是中
国人，爸爸是芬兰人。空闲时间，妈妈
都会带着兄妹俩来到中国体验传统
文化，学习书法、围棋、国画、了解汉
语等，让兄妹俩从小领略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

右图：莱奥、伊娜兄妹俩在诵
读《论语》。

下图：莱奥、伊娜兄妹俩在老
师的指导下学画中国画。

张进刚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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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法治侨务论》新书发布会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