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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头条

阿治曼中国城总经理罗峰表

示：“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发生了

严重的地震灾害，给当地的居民带

来了惨重的损失。作为一家具有社

会责任感的企业，阿治曼中国城始

终秉承着‘关爱社会，回报社会’的

理念，在组织社会各界发起募捐的

同时，率先垂范，积极向土耳其叙

利亚地区捐赠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体现了我们践行社会责任的初心使

命，表达了我们对受灾地区人民的

关怀和支持。”

此次捐赠的物资包括500床防

寒棉被、1000件儿童服饰等，是根

据当地需要而精心挑选和购买。在

捐赠物资的同时，阿治曼中国城联

系了在土耳其以及叙利亚当地的工

作人员，一起帮助受灾人民进行物

资分发和救援工作，尽可能地减轻

受灾人民的痛苦和困难。这场爱心

募捐活动吸引了当地众多爱心人士

最近，土耳其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地震灾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牵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灾难面

前，生命至上，阿治曼中国城时刻关注灾区情况，希望为灾区做出一份贡献。在考虑到土耳其及叙利亚灾后物资匮

乏、正值寒冬等情况后，2月27日下午，阿治曼中国城在主广场上举行了爱心慈善捐赠仪式，捐赠了灾区人民急需的

被服及儿童服装，旨在帮助那些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人们，传递爱与希望。

守 望 相 助  挚 心 奉 献

和社会组织的响应和支持，共同为

灾区居民献出爱心和关怀。

捐赠物资将于三日内发送至土

耳其及叙利亚驻阿大使馆指定接收

地点。这次慈善活动所捐赠的抗震

取暖物资，是阿治曼中国城响应国

际社会呼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具体行动，也是企业对受灾地区人

民的关怀和爱心的体现。寄往的这

些物资，不仅仅是一次物质援助，更

是一份饱含关怀的表达。相信这些

来自阿治曼中国城的“爱心包裹”汇

聚到灾区后，将会化成一缕缕爱的

阳光，给地震受灾群众送去无限温

暖，帮助他们战胜灾难，重建美好

家园。

阿治曼中国城
爱心助力土叙地震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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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治曼中国城作为国家

“一带一路”重 点项目和商

务 部 首 批 国 家 级 国 际 营 销

服 务 公共 平台，是中国企业

在阿发展重要载体的境外经

贸合 作区 。我们致 力于将中

国优质的制造业搬到了阿治

曼，帮助更 多生 产型企业多

元化 稳步发 展，降 低税收 成

本，增 加 利 润，并 为 国 内 出

海的生产制造企业提供更广

阔的投 资天地 。以阿治曼为

工业基 地，打造 优质的工业

区，生 产出更多优质 产品直

接辐射中东市场。

1、阿治曼政府政策扶持，性价比极高的租金降低投资

成本；

2、可享受阿治曼自由区政策扶持，提高企业利润；

3、提供专业图纸测绘，提高入驻落地效率；

4、证照业务绿色通道办理，提高审批和办证效率；

5、合作区电视屏、广告位及新媒体等推广工具，降低产

品营销成本；

6、合作区多业态业务资源融合服务，携手高质量发展；

7、原产地优势。Made in UAE可以规避贸易保护站所

带来的贸易限制；

8、生产、销售和供应链一条龙服务。

为加快推进阿联酋及阿治曼酋长国大力引

进工业企业的战略规划，阿治曼中国城也重点

发展生产型企业集聚发展，持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成为合 作 区“ 经 济 驱动 ”的引擎 。2022

年11月27日，以生产加工通信光缆等光电网络

产品的CFG FIBER TECH公司正式落地阿治曼

中国城，这是合作区入驻的首个生产型工业企

业，意味着阿治曼中国城生产型企业服务中心

正式投入运营活动。

阿治曼中国城

生产型企业入驻
优惠政策指南

01
落地优势生产型工厂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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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2优惠政策

成本优势

生产型工厂企业入驻

当地生活

1、新签仓生产型工厂使用的给予装修免租期:

新签仓库250平米，给予1个月免租期；

新签仓库500平米及以上(含500平)至1000平米

以下，给予2个月免租期；

新签 1000平米及以上(含1000平)，给予3个月免

租期。

2、新签仓生产型工厂可一次性签署三年合同期。

3、新签仓生产型工厂押金仅按1个月租金收取。

1、阿治曼中国城毗邻两条通往迪拜以及北部酋长

国的E11和311高速公路；

2、距离沙迦和迪拜国际机场仅25分钟车程；中国

城附近房租价格较低，一室一厅仅2万迪拉姆/年；

3、中国城周边共有三家中国超市及餐厅，可供您日

常生活所需。

截至目前，阿治曼中国城与家

居建材、皮革制造、食品加工等相

关的生产型企业已完成签约入驻，

全部将在今年内投入生产，预计明

年总共可实现上亿元产值。我们致

力于为入驻企业拓展新业务、新方

向，充分激发企业创新动能，助力

企业多元化、稳步发展！如果您有

任何要求，请联系我们！

许先生
+971 56 824 5408

许女士
+971 54 342 5559

彭先生
+971 50 184 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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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治曼中国城
迎来首个沙特阿拉伯考察团

阿治曼中国城总经理罗峰首

先对来来自沙特的客人表示热烈欢

迎，并指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沙特后，大力促进了中国与沙

2 月1 3日，沙 特 阿卜杜 莫 塞因·侯 凯 亚 控 股 集团董事长阿卜杜 莫 塞
因·莫森一行考察阿治曼中国城。

特的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合作和

交流，非常多中国投资者正计划前

往沙特考察，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

沙特开放政策的变化，阿治曼中国

城愿意与沙特方进行深入合作。沙

特国土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石油

储备丰富，逐渐开放的政策也更加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们作为在中

东发展的先行者之一，更了解中国

投资者，我们愿意成为中国企业投

资沙特的桥梁和纽带，希望通过双

方的深入沟通，达成多领域合作。

阿治曼中国城助理总经理胡轶向

考察团介绍了阿治曼中国城的发

展和经营情况，阿治曼中国城根

植于阿联酋阿治曼酋长国十二年，

已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中资企

业，是阿联酋唯一一个由中国人

投资、建设、运营的经贸合作区。

目前除小商品、五金、家具家电等

超过50万种商品的零售批发外，

中国城还引进了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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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型企业，这为中国投资者在

中东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生产

型企业面向中东消费市场能生产

出更符合当地生活习惯的小商品，

以及为投资者减少部分物流运营

成本，并通过中国城进行销售，达

成集生产、展示、销售为一体的商

业模式。期待着与沙特阿卜杜莫

塞因·侯凯亚控股集团达成多方合

作，造福沙特人民的同时享受到两

国开放合作后经济发展的红利。

阿卜杜莫塞因·莫森表示，沙

特学校在很早就开设了中文的基

础教育，这说明沙特政府对于与

中国的合作有前瞻性展望，在中

国与沙特最高领导人会见后两国

合作进入高潮期。目前利雅得有

1000万人口居民，吉达700万人

口，沙特对中国开放了免签政策，

需求不断增加，贸易往来逐渐频

繁。阿治曼中国城经过十多年的

发展，运营模式成熟，把中国城成

功模式运用到沙特，是非常有前

景的。三十年前，我有幸到过中国

参观过广州的很多工厂，中国除了

小商品非常有性价比之外，机械设

备、高科技轻工业也是世界领先水

平，沙特急需大量制造业企业进

驻，发展以制造业、数字高科技中

心来打造全新的沙特阿拉伯。我

们拟合作打造沙特中国中心，为中

国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同时双方加强合作，为沙特实现

2035年愿景共同努力。

这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沙特后第一个到访阿治曼中

国城的沙特考察团，双方展开经

营管理方面的交流，达成合作意

向，为未来的合作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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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突发的7.8级大地震袭击

了土耳其和叙利亚部分地区，造成了

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数万人不幸罹

难，数以万计的家庭在顷刻间失去了

家园，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全球

各国政府、组织都伸出了救援之手，派

出专业救援团队，同时各国民众纷纷

捐款捐物，驰援灾区。毫不例外，阿治

曼中国城也不会缺席，我们与阿联酋

公益组织——阿提哈德公益基金会共

同发起了一次爱心募捐活动，呼吁广大

民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受灾人民提供

帮助。

这次募捐活动于2月15日在阿治

曼中国城主门广场前坪正式启动，义

举不仅得到了阿治曼各级政府部门的

支持，更吸引了广大市民的关注和积极

参与，许多热心的市民前来捐赠衣物、

毛毯、被子等物品，甚至有民众专门购

温 暖 送 达  与 爱 同 行

买了全新的救灾物资捐赠，以表达他

们对受灾人民的关心和关爱。

据了解，截止至2月20日，共收到

了约3600件物品，这些物品将会在最

快时间送到地震灾区，为受灾人民提

供温暖和帮助。在捐赠物品中，还有一

些特别的物品，如手工编织的毛毯和

围巾、儿童玩具和书籍等，这些物品

都是捐赠者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制作

的，希望他们的爱心能温暖灾区的孩

子们。

募捐活动现场摆放着大大小小的

捐赠箱，不同的物资被分类摆放，工作

人员负责整理、清点、打包物品。许多

捐赠者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希

望能够得到后续的捐赠情况反馈，以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爱心被用在哪里，为

灾区人民提供更多的帮助。

慈善责任、扶危救难、多行善事

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更是阿治曼中

国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持的社会责

任。一点点爱心的汇聚，将为土耳其和

叙利亚灾区人民重建美好家园增添信

心，我们将持续关注救灾进展，及时

给予应有的帮助，衷心祝愿土耳其和

叙利亚人民早日战胜灾害。

向土耳其叙利亚灾区爱心募捐
活动进行中

爱 心 募 捐 活 动 持 续 进 行

中，如果 您有抗 震 救 灾物资请

积极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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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重在体验
瓦利德，27岁，来自约旦，是一位乐观开朗、不畏困难的阳光大男孩。在阿治曼中国

城这样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下，他结交了很多有趣的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朋友。瓦利
德坦言这份工作是人生的转机点，也是他成长的起点，“阿治曼中国城是一个充满机遇
和希望的地方，我相信只要努力，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瓦利德第一次来到阿治曼中国

城的时候，就被这里的热闹和繁华所

吸引。他看到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

人们在这里购物、交流和娱乐，当时

的他，感觉自己瞬间便融入了这个大

家庭。他回忆起当初刚刚来到阿联酋

的时候，没有什么目标和计划，只是

想体验异国文化和寻找机会。但是他

很快发现，在这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

国度，如果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

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并且付出更多

的努力，而阿治曼中国城便为他提供

了这样一个可以收获成长的平台，所

以，瓦利德对于这份工作一直充满了

热情和感激之情，“这份工作是我人生

的转机点，也是成长的起点。”

起初，瓦利德因为英语不太好而

有些害羞，但随着工作越来越熟练，他

逐渐地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英语也

逐渐变得熟练起来。他开始享受和顾

客交流的过程，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

套吸引客人的宣传方式，慢慢地建立

起自己的顾客群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

服务。在瓦利德的心中，阿治曼中国城

不仅是他的工作场所，更是他的第二

个家。“在这里工作，我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和亲切。不论是同事还是客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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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治曼中国

城工作，结交了这

么多来自不同国

家的朋友，这真的

很酷。这也让我真

正意识到了多元文

化的重要性和价

值……

个人都对我很友好，让我感到非常温

暖和安心。”

他继续说道：“这份工作让他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销售技巧和

商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和人打交

道，如何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融入

自己。这份工作也让我更好地了解和

欣赏不同文化的差异和魅力。”

在阿治曼中国城工作的这些年

里，瓦利德结交了很多有趣的来自不

同文化和国家的朋友，他们来自于中

国、印度、菲律宾、埃及等不同国家。

每逢周末，瓦利德就会经常和朋友们

一起去迪拜探索各个国家的美食和文

化。“在阿治曼中国城工作，结交了这

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这真的很

酷。这也让我真正意识到了多元文化

的重要性和价值，通过交流，我们更

好地理解了不同的文化，也可以更好

地融入这个多元化的社会。”

工作过程中，瓦利德也逐渐对中

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便开始尝试学习

中文。他常常和中国城里的中国朋友

们聊天、交流，让他们教他一些中文

的基本词汇和表达方式。虽然刚开始

学习的时候有些困难，但是瓦利德一

直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很快就

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中文表达方式。除

了学习中文，瓦利德还开始对中国的

美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阿治曼

中国城附近就有很多非常地道的中餐

馆，他便常常拉着朋友一起去尝试各

种不同的中国美食，火锅、小笼包、麻

辣香锅等等，都是他的最爱。

瓦利德在工作之余，还发展了很

多其他的兴趣爱好，比如摄影，尤其

是拍摄大自然的美景和人文风情，有

时候他会和朋友们一起去沙漠露营，

在那里拍摄美丽的沙漠风景和星空，

他的摄影作品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很

多人的关注和喜欢。在这些旅行和探

索中，瓦利德不仅收获了美丽的照片

和回忆，还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除了摄影，瓦利德还热衷于登山，

他说：“我喜欢探索未知的事物和地

方，这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瓦利

德喜欢探索的精神，不仅让他在工作

中获得了更好的成绩，也让他在生活

中不断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人生重在体验，我去旅行、尝试新的

美食、学习新的技能、结交新的朋友等

等都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我会记住

那些带给我们快乐和幸福的经历，并

且珍惜每一个可以体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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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治曼民防队控制了工业区油厂发生的
严重火灾

阿治曼各部门合作成功扑灭住宅大楼火灾

阿治曼土地局推出了一组数字资产"NFT"，专为 VIP 客户打造。

周五凌晨3:30，在阿治曼工业区的一家润滑油厂发生了
一起严重的火灾事故，导致厂房、一座住宅楼、一家印刷厂、
仓库以及停在现场的一些汽车被烧毁。

民防队与沙迦、迪拜和乌姆盖万的支援单位一起进行了
灭火行动，得到了阿治曼警方的支持，成功控制了火灾。

阿治曼市政防火总局与阿治曼警方的队伍成功控制和处
理了一起火灾事件，该事件发生在位于拉什迪亚1区的“珍珠大
厦”住宅综合体中的一座塔楼。据悉，当局立即派出队伍前往
现场，协同应对该火灾事件。在应急救援人员的努力下，火灾
被迅速控制，并无人员伤亡。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
查之中。

阿治曼土地和房地产监管部门宣布推出了三组不可替
代的NFT代币，其中第一组是以“房地产纪念品组”命名的，
该部门很荣幸地向阿治曼最高委员会成员、阿治曼酋长谢
赫·胡迈德·本·拉希德·阿尔努艾米殿下、阿治曼王储谢赫阿
玛尔·本·胡迈德·阿尔努艾米殿下和该域内的许多显要人物赠
送了这个纪念品组。第二组NFT被分配给房地产办公室和房
地产开发商，命名为“房地产能力组”。至于第三组，则被称为
“未来房地产组”，分配给公众。自推出以来，已为这一类别
交付了100个数字资产。

阿治曼警察局加强与阿治曼中国城管理层的合作方式

阿治曼警察总署接待了来自阿治曼中国城的代表团，就加
强双方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讨论，并强调了与阿治曼警察在社区
服务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阿治曼警察副总指挥海尔·哈利勒·穆罕默德·阿尔努艾米
将军接待了代表团，代表团由阿治曼中国城总经理罗峰先生、助
理总经理杨东龙先生以及安全保卫部部门经理柯黎明先生组
成。穆罕默德将军对与阿治曼中国城的良好合作关系表达了欣
喜之情，并真诚地感谢阿治曼中国的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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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防范更新个人资料的欺诈电话

阿治曼联合多个部门转移受灾居民

阿治曼旅游局举办健美比赛

各位健美爱好者注意了！阿治曼国际健美比赛将于3月4
日和5日在阿治曼文化中心举行。预计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选
手参加。此次比赛将分为不同的组别和级别，旨在展示选手
们的健美身材和健身实力。

欲参赛者需在官方网站https://ifbb-registration.com/
reg/2023-ajman/293/上进行注册。

阿治曼交通管理局联合阿治曼警察总部和紧急危机部
门，成功转移了拉什迪亚1区名为“珍珠大厦”的一座大楼的
居民。据悉，阿治曼交通管理局向新住所转移了这些居民，
并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和支持。

近日，阿治曼警方返还了一名阿拉伯裔男子在电子欺诈
中遭受的损失款项。据报道，该男子收到了一通冒充银行工
作人员的电话，要求其提供个人账户信息并进行更新。然而，
随后他发现自己的账户被盗刷了。警方提醒公众要保持警
惕，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以免遭受电子欺诈。

联邦身份和国籍局、海关和港口安全部门号召所有前
往或离开阿联酋的旅客，在携带现金、票面可转让的金融工
具、贵重的金属和宝石等财物超过60,000迪拉姆的最大允许
金额时，必须申报其所持有的现金金额和等值的阿联酋迪拉
姆或外币。

"联邦身份和国籍局"
发布关于旅客申报现金金额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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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明大使出席全球包容与人类博爱峰会开幕式

李旭航总领事出席
“四海同春·华星闪耀”阿联酋华侨华人温暖迎春元宵晚会

2023年2月6日，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张
益明应邀出席全球包容与人类博爱峰会开
幕式。阿联酋包容与共存部长纳哈扬、巴林
伊斯兰事务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赫曼、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
级代表莫拉蒂诺斯、穆斯林长老理事会秘
书长阿卜杜萨拉姆等全球知名宗教人士及

2月5日晚，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
航出席由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华星艺
术团、江苏商会暨同乡会、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福建商会暨同乡会等联合举办的
“四海同春·华星闪耀”阿联酋华侨华人
温暖迎春元宵晚会。领区各界友好人士、
华侨华人、中资机构、港台同胞代表等约
300人出席活动。

李旭航总领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向旅阿华侨华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
祝愿，并向旅阿各侨团、各企业等积极支
持参与驻阿使领馆举办的“温暖迎春”系

列活动、“欢乐春节”大巡游活动表示感谢。
李旭航表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正意气风发地
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目标奋进。我们这一代人是国家进步、民
族复兴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前途无
比光明、舞台无比广阔。希望旅阿侨胞在新
的一年里坚持大团结大联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形成同心
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团结奋斗、勇毅前
行，为推动中阿关系发展和家乡发展建设贡
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李旭航说，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
方案的实施为中外人员安全健康有序往来
创造更好条件。当前，中阿间每周直航航班
已恢复至近40班次，阿联酋位列中国公民恢
复出境团队旅游首批国家名单之一，两国人
员往来将更加密切，希望广大侨胞撸起袖子

40余位驻阿使节出席活动。
纳哈扬部长在致辞中表示，博爱是克

服人类社会分歧冲突、增进理解与合作
的最好方式。阿联酋倡导宽容、共存和博
爱的价值观，积极推动设立国际人类博爱
日，增进全球不同宗教和民族对话，推广博
爱理念，携手实现共同和平与繁荣稳定。

加油干，团结一致向前行，把疫情造成的损
失抢回来。李旭航强调，驻迪拜总领馆将继
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外交
为民”宗旨，不断推动为侨服务水平高质量
发展，坚决做好领区侨胞最坚强的后盾。

领区侨胞为元宵晚会精心编排表演了
歌舞、诗朗诵、情景剧、武术、乐器演奏等形
式多样的文艺节目，带给观众美好的艺术享
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现场气氛热烈、精彩
纷呈、掌声雷动。大家纷纷祝福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表示将继续关心和
支持祖国发展，为促进中阿友好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