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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治 曼 中 国 城 祝 大 家 新 春 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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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民众一起过大年中阿民众一起过大年
2022虎年的美好图卷即将展开

辞旧迎新 年味渐浓

世界各地纷纷举行着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地标亮起来 灯笼挂起来 对联贴起来

共同感受中国节日文化的魅力

虎虎生威迎新春 鸿运当头接百福

阿治曼中国城携手阿治曼自由区

聚焦中国传统春节习俗文化

举办了以“新春接福 虎虎生威”为主题的春节活动

给园区企业家和当地民众送上了“无限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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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祈福-许愿树】

辞旧迎新贺新禧，许愿树下祈吉
祥。为传播中国传统春节文化，同时
也为让整个园区更加有年味，阿治曼
中国城为园区企业家、工作人员以及
广大消费者准备了一颗许愿树。大家
可以写下自己对2022虎年的新春愿
望，然后将其挂在象征着吉祥平安寓
意的许愿树上，表达了大家对来年万
事如意，心想事成的美好祝愿。

阿治曼自由区投资总监芭莎雅
莅临现场，写下2022虎年的祈福心
愿，体验了一把中国传统春节文化，
并表示：“过去的一年中，阿治曼自
由区域阿治曼中国城一直保持着深
度沟通和交流，开展了很多有利于双
边文化发展的活动，这一次很荣幸也
体验到了中国新年的魅力，愿新的一
年双方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合作，结出
更多的丰硕结果。”在场的观众也纷
纷写下了自己对2022虎年的期许，并
挂到了这颗充满着美好寓意的许愿
树上。

1月31日，2022虎年新春活动在阿治
曼中国城隆重举办，通过“新年祈福-许愿
树”“金狮送春-表演秀”、“金虎开运-红
包墙”等精彩纷呈的春节活动，将中国传
统文化和美好寓意融合其中，把中国虎年
春节的美好祝福传递出去，为阿治曼当地
华人营造了欢乐热闹的春节气息，也让来
到阿治曼中国城外国友人更好地体验了中
国春节的传统习俗文化。

 【金狮送春-表演秀】

金狮腾跃 庆丰年，锣鼓喧天送
福来。狮子作为一种祥瑞，被视为吉
祥勇敢、驱邪避害的象征。随着铿锵
有力的锣鼓声响起，两头威风凜凜
的雄狮迎风起舞，时而狮首昂扬，时
而跳跃舞动，在翻腾游走间顺势吐
出新春对联“迎新春江山锦绣，辞旧
岁事泰辉煌”，为在场的所有观众送
上新春祝福。酣畅淋漓的舞狮表演
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拍手叫绝，现场一
片欢腾，喝彩不断，洋溢着欢乐祥和
的节日喜庆氛围。

舞狮表演结束后，阿治曼中国城
总经理罗峰以及阿治曼自由区投资
总监芭莎雅在现场发言。罗峰表示，
阿治曼中国城作为阿联酋著名的中
资企业，同时也是中阿文化传承的践
行者。此次春节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丰富了阿治曼中国城整个园区的文
化生活，让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弘扬传
承。希望双方可以不断地深入交流，
在新的一年中更上一个台阶。随后罗
峰与芭莎雅女士代表中国城和自由
区互相赠送了礼物。

      【金虎开运-红包墙】

鸿运当头接百福，喜气洋洋贺新春。作
为新年里最受追捧的物品之一，也是无数人
最期待的新年礼物，红包当仁不让。阿治曼
中国城准备了足足有200个新春红包的大型
红包墙，也让在场的嘉宾和观众可以体验拆
红包这一传统春节文化。整个红包墙的设计
新颖时尚，但又充满了中华传统特色，很多
现场的观众都会驻足拍照打卡留念。

主持人向在场的观众介绍了红包在中国
春节里有着去旧迎新、福气好运的寓意，并
邀请大家抽取红包，拆出新年好彩头。阿治
曼自由区的一众来宾也随着主持人的介绍，
体验了一把拆红包。随后，现场的消费者以
及园区内的工作人员都纷纷前来感受这年味
十足的红包墙活动。很多人都从红包中得到
了5-200迪拉姆不等的现金，引起了一阵阵
欢呼和欢笑，现场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有着阖家团圆、欢乐吉祥的寓意，承载著中
华民族集体记忆和家国情怀。阿治曼中国虎
年新春活动的成功举办将新春佳节的美好
祝福带给世界，为阿治曼当地华人带来了欢
乐祥和的节日气氛，期待以此为契机，以文
化之力，铺民心之路，架共赢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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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 白昼
潮涨 汐落
周而复始
万物更迭

我们
跟着这股力量

在流动
随着心的方向

去奔赴
这种力量

它穿过城市 街道 中国城
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

时间流动
十一年

阿治曼中国城
不断地自我更新

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潮涌中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纵横山河，意气风发！新的一年，对于奋进更新

中的阿治曼中国城而言，开启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恰逢其时、正当其势！

在与2021年挥别之际，阿治曼中国城有机更新宣传片《更新的力量》

在虎年初一2月1日正式上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过去一年里的努力和坚

持，终将在2022年璀璨绽放！

2021年8月
阿治曼中国城有机更新启动

1908家企业
4000多个日夜

一起向着光的方向生长
清晰地感知着

有机更新带来的美好变化
不变的是我们追求美好的初心

乘着春天的脚步
在有机更新的力量驱动下

我们
不断地奔赴
下一场美好

2022
全新阿治曼中国城

即将揭幕
因美好 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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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治曼中国城节目助力中国驻迪拜总领馆
“云上春晚”

虎年奋蹄复兴路
龙腾虎跃新征程

一带一路披星月，华人踏遍万

里路，阿治曼中国城应中国驻迪拜

总领馆2022年虎年云上春晚之邀，

以歌寄情，为阿联酋全体华人献上

一首融合古典与潮流的新春贺岁曲目

《龙腾虎跃》。伴随着喜气洋洋的氛

围，《龙腾虎跃》为这个虎年新春带

来了年味，也带来了新意。

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云春晚”活

动去年已在YouTube成功举办，阿治

曼中国城在2021年牛年云春晚中的

《过年了》节目中表现优异，得到了

举办方和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今

年阿治曼中国城再续力，为“虎年云

上春晚”这一主题量身打造了一个充

满古典国风和新年活力气息的歌曲

类节目——《龙腾虎跃》。

《龙腾虎跃》改编自张晓涵、伦

桑的中国风曲目《字正腔圆》。经重

新填词，在中国古典传统诗词的点缀

下，还加入了传统丝绸之路以及现代

“一带一路”的元素。歌词中，“汉

朝张骞”以及“明代郑和”都是中国

传统丝绸之路的代表人物，也是如

今一带一路的先驱，而现在的阿治

曼中国城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

项目，更是集中展示中国商品文化的

重要窗口。该节目以酷炫的电音搭配

悦耳的鼓点，添加一些京剧唱腔，将

传统与创新展现地淋漓尽致。

节目中，阿治曼中国城的员工

倾情献唱，时尚的国潮设计与恭贺

虎年的新年贺词，将充满活力的青

春气息充分展现，整个节目充满着

欢乐、喜庆的氛围。表达了阿治曼中

国城在美好的新时代，与阿联酋华

人共同出发，迎接充满希望的2022

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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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第八届阿联酋华侨华人春晚在迪拜乐园宝莱坞剧场拉开序幕，这也是疫情之后
举办的第一场大型华人文化汇演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支持以及阿联酋
华侨华人、各侨团社群的大力支持，阿治曼中国城表演团队在晚会中精彩亮相。

来自阿联酋各侨团的华人朋友围绕
主题“上善若水”给现场观众及外籍来
宾上演了一场富有中华文化诗情画意的
歌舞盛会。从大合唱《万疆》歌颂祖国
大好河山到《圣贤相会》孔子拜师学道
传承中华文化血脉，从彰显英雄本色的
《霍元甲》武术表演江南水乡《亭亭玉
立》旗袍拉丁舞表演，现场观众连连称
赞叫好。

风华正茂恰同学少年
阿治曼中国城亮相第八届阿联酋

华侨华人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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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肆虐的艰难岁月里，阿联酋华人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出现了无数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好人好事。
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青山一道同风
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咏叹调。阿治曼中国
城的罗峰与杨舒迪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岂曰
无衣》，正是把疫情期间发生的真实抗疫援
侨故事搬到了舞台，用最朴素的语言描绘着
在阿联酋华人心中闪过的一帧帧画面。阿联
酋华侨华人在疫情期间展现出的豪迈乐观
及热情互助的精神，值得被铭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阿治曼中国城合
唱团一首《致敬经典》红歌联唱掀起了整场
晚会的高潮。二十三位穿着民国学生服的青
年，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歌，将现场观
众带回了艰苦战争的岁月。“四万万同胞心
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表达出了全球华侨
华人众志成城战疫情的决心，也将阿治曼中
国城青年发奋图强、励精图治的精神完美展
现。

整场晚会在《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
结束。有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精
神护佑，新时代的十四亿中华儿女必将书写
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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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 担当树典型
风华正茂创佳绩

辞旧岁，一元复始，展未来，万象更新。2021年，阿治曼中国城在沉淀中积蓄力量，稳步

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敢于担当、奋发图强的优秀个人与团队，在迎接金虎年之际，公司对优秀

个人及团队进行了表彰，寄托新希望，寻求新发展，展望新征程。

安全标兵奖
柯黎明

最佳进步奖
汤艾雯

法务之星
杨  鹤

服务之星
王  枭

节能降耗先进部门奖
物业经营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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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 初心  扬帆 起 航
张建武，来自福建莆田，如今在阿治曼中国城经营着一家的服装企业。“我

很喜欢阿联酋这个国家，这里城市建设发达，治安好，文化多元，在这里我结识

了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这位九零后老板是一位热情的白羊座大男孩，而

属于他的创业种子正在阿治曼中国城茁壮成长。

经 朋 友 介 绍，2 01 9 年 年
末，张建武来到阿治曼中国城
投资服装生意。从未走出过国
门的张建武对阿联酋的一切都
感到新奇。“我一直有去外面
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2019年
那年，有个朋友说阿治曼中国
城这里有一些项目可以尝试一
下，我很期待，觉得这个生意
可行。同时呢，也想感受一下异
域风情，所以就下定决心要义
无反顾地闯一闯了。”从他的话
语间，依旧可以感受到那个初
心未变，勇往直前的大男孩的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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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武曾经在国内的一家建筑企
业做 施工管理，当他提到之前的工作
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以前的工作。他
很享受那种看着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的感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
大，所以现在每当路过一些建筑工地，
他也会忍不住驻足，回想到曾经的点点
滴滴。如今阿治曼中国城外立面改造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张建武说道：
“来这里两年多了，现在看着中国城渐
渐地变了样子，就像看自家小孩换了一
件衣裳。”平时闲下来的张建武还会跟
建筑工地的工人们谈心“无论国内还是
国外，这些工人们都不容易，阿联酋的
建设都是他们的功劳。”

2019年11月，张建武初来乍到，一
下飞机的他就能感受到来自这个沙漠
世界的温度，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阿联
酋的夏天竟会如此炎热。而在他还没
完全地站稳脚跟时，疫情却紧随其后，
客流量也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但这并
没有让张建武失去在这里开疆扩土的
信心，他凭借着优质的商品以及自己的
耐心在当时已经积攒了不少顾客，后来
很多人口口相传，为他吸引来不少生意。
“我是穷人家养大的孩子，总觉得正是
因为这样，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开展自己
的事业。现如今疫情确实在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但我们不能因为像疫情这样的
困难来了而停止向前的脚步。”张建武
提到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迪拜跑
业务，去寻找新的合作和新的机会，这
样充实的生活让他觉得更有意义。“我
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不会去想很多困难，
也不会 给自己设限，有什么机会抓紧

去做就行了，想的越多，难度越大。就
像有些人在做一些事之前就会非常谨
慎，害怕犯错，同时也会考虑很多困
难。其实我觉得人，尤其是年轻人，不
要害怕犯错，害怕其实会失去很多机
遇的。”

提到对未来几年的计划，张建武
希望可以在阿联酋的本土电商中寻找
一些新的机会，“现在我也在学习和打
听阿联酋这里的一些有潜力的电商平
台需要什么手续，时机成熟的时候我
肯定会去做这方面的投资。国内的电
商其实已经非常饱和了，但是阿联酋
这里还算是一片绿洲，商品种类和价
格和国内完全没法比。其实我们中国
人的优势还是很大的，我们有很多国
内电商平台的发展经验可以去学习，而
且通过这两年的生活，我发现我们中
国人和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相比，还是
非常勤奋的，喜欢动脑子，能够吃苦。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去做，把咱们
中国的商品卖得更广更远。”他的话语
间充满了坚定。

当我们问到张建武人生中最重要
的事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家
人了，我的努力拼搏都是想要给他们
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孩子现在还在国
内，因为疫情已经一两年都没有见到
了，我和我老婆最近计划把他接来。”
张建武继续说道：“除了家人之外，第
二重要的才是我的事业，以后发展到
更好的时候，还可以去帮助其他需要
帮助的人。”

我发现我们中

国人和来自其他

地区的人相比，还

是非常勤奋的，喜

欢动脑子，能够吃

苦。所以我觉得我

可以试着去做，把

咱们中国的商品卖

得更广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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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治曼酋长批准了价值 24.17 亿迪拉姆的
2022 年预算

阿治曼王储阿马尔·本·胡迈德·努埃米
殿下出席了内政部的金禧年庆祝活动

阿治曼市政局将建设
五个新的绿化项目

阿联酋新冠肺炎疫情 :
违反安全规定的政府雇员将被减薪 10 天

在最高委员会成员和阿治曼统治者胡梅德·本·拉
希德·努埃米殿下的赞助下。阿治曼王储阿马尔·本·胡迈
德·努埃米殿下见证了内政部的金禧年庆祝活动，这是阿
联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活动在阿治曼萨拉伊
酒店对面的阿治曼码头举行。

作为绿化项目的一部分，阿治曼市政局已经开始在
Al Helio、Al Jarf、Al Raqaib、Al Rawda和Al Ragayeb地
区建设五个小区幸福公园。

建设工作包括种植树木和花卉，建造走廊，停车场，
安装椅子，太阳能照明和现代灌溉系统。

阿治曼最高委员会成员和酋长谢赫·胡迈德·本·拉希
德·努埃米殿下已经批准了2022年24.17亿迪拉姆的预算。

阿 治 曼 王 储 兼 阿 治 曼 执 行 委 员 会 主 席 谢 赫·阿 马
尔·本·胡迈德·阿尔努埃米表示，阿治曼政府的预算体现了
阿联酋领导层的决心，以及政府努力打造幸福社区和可持
续绿色经济的计划。这代表着阿治曼政府优先考虑公民的
幸福，也感谢公民们为酋长国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阿治曼政府部门员工如果不遵守新冠肺炎安全协议，
将面临减薪和其他处罚。

在一份向政 府实体发布的最新通知中，阿联酋人力资
源部门明确了8 项违反新冠肺炎疫情安全 规定的行为及其
处罚措施。

阿治曼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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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区新闻

阿治曼自由区与 AL Habbai 体检中心
签署谅解备忘录

阿治曼加强对食品企业的质量检测

阿治曼举办第十九届
阿拉伯马术锦标赛

阿治曼自由区宣布启用“绿色通行证”

在2021年对食品企业的1406次强化检查中，阿治
曼市已对2240家违反卫生法规和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的食品企业处以罚款和警告。

检查员使用Rageeb的智能检测系统,它是全新智
能化的管理检验工具,这有助于帮助食品企业把控商品
的质量。从2021年开始，投诉的数量减少14.5%，停业
的数量减少了27%。

在阿治曼最高委员会成员和酋长谢赫·胡迈德·本·拉
希德·努埃米殿下的赞助下，2022年阿治曼阿拉伯马术锦
标赛，将于1月6日在阿治曼马术场举行。阿治曼阿拉伯马
术锦标赛已连续举办了十九届，本次活动为期三天，将在
阿联酋马术协会的监督下进行。

在阿治曼自由区开展您的业务，并在享受自由区
增值服务的同时获得许可证、办公空间、商会证书和
签证。

阿治曼自由区宣布，根据阿治曼酋长国当地紧急
危机和灾难小组最近的预防政策更新，我们将从2022
年1月3日起实施“绿色通行证”要求。



驻迪拜总领馆视频连线慰问领区有关重点中资企业和重大项目

驻阿联酋大使倪坚出席 2020 迪拜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

2022年1月农历壬寅虎年春节前夕，李旭
航总领事、孙旭东副总领事、谭理副总领事、
吴毅经商参赞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分别慰问
领区有关重点中资企业和重大项目员工，向
他们以及家人致以虎年春节的诚挚问候及
节日祝福，并就各企业项目做好节日期间疫
情防控、安全生产、风险防范进行具体指导。
中石油、中国建筑、中国电建、阿联酋中国商
会，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迪拜太阳能公园四
期光热光伏电站、阿联邦铁路二期C标段、D
标段等中资企业及“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重大
项目参加视频连线。

李旭航总领事等馆领导充分肯定了过去
的一年里有关中资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取得
的成绩，认为企业项目人员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迎难而上，勇毅坚守，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生产经营，为企业发展和双方经贸合
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介绍了目前阿联酋新冠

2022年1月10日，驻阿联酋大使倪坚出席
2020迪拜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阿联酋
国际合作事务国务部长、迪拜世博局主席莉
姆代表阿联酋政府出席，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
作部国际发展事务部长助理苏尔坦等阿方高
级别官员、迪拜世博局负责人、驻迪拜总领事
李旭航、使馆周飙公使衔参赞、中国馆馆长郭
英会及在阿中资机构、华人华侨代表和中外记
者100余人参加活动。

随着奏响中阿两国国歌, 两国国旗在穹顶
广场冉冉升起，中国国家馆日官方仪式正式开
始。

倪坚大使宣读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
华向中国国家馆日活动的致辞，表示去年10
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馆开馆时发表视频致
辞，高度评价迪拜世博会的重要意义，倡议世
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回应时代呼唤，加强全
球治理，以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馆作为本届世博

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勉励大家在
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风险防范、应急值守等项工作，确保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并强
调，受疫情影响，不少员工不能回国与家人团
圆，为国内疫情防控大局作出了贡献，表现出
的大局意识、敬业奉献和担当精神，令人敬佩，

要求企业负责人加大员工关怀力度，丰富春
节活动，多做稳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总领馆
作为大家坚实的支撑和后盾，将一如既往为
领区中资企业项目提供帮助和支持。

各中资企业、项目负责人和员工纷纷感
谢总领馆春节前夕看望慰问，让大家感受到
祖国的关心和温暖，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将积
极按照总领馆工作部署，以更加昂扬的精神
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继续做好各项
工作，持续推动企业生产经营和“一带一路”
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中阿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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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领馆新闻

会最具特色的展馆之一，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
80多万人次，成为本届世博会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届世博会一
定能办成一届特色鲜明、世界一流的博览会。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阿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
蓬勃发展。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阿在抗击疫情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合作，既有力
支持了各自抗疫斗争，也为全球抗疫做出了积
极贡献。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力，不断增进政
治互信，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各领
域务实合作，进一步充实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苏尔坦在致辞中祝贺中国国家馆日仪式
成功举行，表示中国馆“华夏之光”造型独
特、寓意深刻，承载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期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深厚文化底
蕴和辉煌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近年来，中阿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更加紧密，两国政治

互信日益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
日益密切，科技合作方兴未艾。希望本届世博
会为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开创新平台，为中
阿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新篇章。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为世博会观众上演
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京剧与民乐演奏融合的
创新节目《欢庆吉祥》、小提琴独奏《丰收渔
歌》和男高音独唱《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国家馆日活动结束后，倪坚大使、莉姆国
务部长等中外嘉宾在中国馆集体观看了习近
平主席视频致辞，并分别参观中国馆和阿联
酋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