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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准绿卡”8月1日施行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鹿强

日前在提到习总书记曾高度评价海外
华侨华人对“一带一路”的重要推动
作用时提到，中国有6000万海外华侨
华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它比国
土面积比中国还大的加拿大的人口还
多。而这一庞大的人群在此前的签证
体系下，并不能享受祖国的特殊待
遇。

7月21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披露，经公安部正式批
复同意，中国“准绿卡”16项利好政
策将于8月1日率先在广东省实施，政
策将简化原籍为广东省的华人办理证
件的手续，允许符合条件者五年在中
国居留等，未来有望在全中国推行。
于是有报道称，“祖国终于打响接纳
海外中华儿女之战！”

新政推出5年内多次出入境签
证

广东是一个侨乡大省，华人众
多。此前，外籍华人回国探亲，从事
商务、科教文卫交流活动及处理私人
事务，一般只能申请签发1年以内签
证。新政实施后，对于在广东出生或
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凭探亲、
洽谈商务、科教文卫交流活动及处理
私人事务的相应证明或担保，可以签

ICCCI 中文学校
开学通知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ICCCI Chinese 
School）创建于1995年，目前已发展为印州最大
的华人中文学校。拥有三百多名注册学生（含兴
趣班）。中文教学从学前班到10年级，同时开有
中文SAT和AP课程。另外，学校还设有十多个
兴趣班和课外辅导班，内容有书法、武术、民族
舞、芭蕾舞、美术班、数学、国际象棋、乐器班
和电脑编程等，以充分满足孩子们全面发展的需
要。

学校在中文教学上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印州地
区的高度肯定。从2016年起，我校荣幸地获得了
礼来基金会的支持，设立了优秀学生奖学金，用
来鼓励曾在我校学习中文，并致力于追求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习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 

我校秋季课程即将于2016年8月14日周日开
始，欢迎各位家长前来为您的孩子报名。

报名方式:
截止到8月21日， 家长可选择网上报名， 请

登录ICCCI网站http://www.indy-chinese.com/，
到中文学校网页。

8月14日和21日可于1点到4点之间到中文
学校来报名并缴费。地址：Carmel High School 
（520 East Main Street, Carmel, IN 46032）

如果您任何问题，请联系：iccci@yahoo.com. 

发5年以内多次出入境有效签证；对
在广东工作、学习、探亲以及处理
私人事务需长期居留的外籍华人，
可以按规定签发有效期5年以内的居
留许可。

根据《星岛日报》报道，有中
国律师解读称，“准绿卡”相当于
不完全的移民签证，因其允许的居
留时间为五年，而美国等国家的绿
卡是永久居留。但是中国的“准绿
卡”也同样享有在中国工作和学习

的资格，对华人华侨办理银行卡、
购票、子女上学等都更加方便。

其他省份是否会陆续跟进？
所有在重大签证改革问题上，

全部都是由国务院来决定的，中国
还没有过不同省份区分对待的先
例。所以，预计短期内，其他省市
都将会实施此政策。

（综合自国际在新、微信豆）

I U P U I 中 文 学 校
开 学 通 知

IUPUI中文学校属于印第安纳大学
人文学院世界语言文化系。以教授中国
语言、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面向全
市孩子招生，不论年龄、文化背景和语
言能力，为所有学生提供上乘的办学特
色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具备专业背景且
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团队和寓教于乐，
趣味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学有所得，
学有所用，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秋季开学时间：2016年8月14日
上课时间：周日下午1-4点
上课地点：723 W. Michigan St, 
Indianapolis, IN 46202 
（IUPUI SL Building）
学校网址： IUPUI Chinese School 

http://www.iupui.edu/~chinese1/
低龄学童：中文/英文分班教学， 

师生比例低于1：10而保证每个学童得到
足够的关注，因材施教。

高中学生：High school foreign 
language credit；certificates，AP class 
available

教材：本校使用专为海外中国孩子

印城华人教会
中文学校开学通知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是一所有着30多年历
史的周末语言学校。自1982年成立以来，一直秉
承教导学生学习汉语语言，了解中华文化，继承
民族传统的宗旨。

学校现设从幼儿至高中学生的初、中、高
级中文班。其中很多老师是具有美国教师资格的
中小学和大学的专业中文老师。此外，学校现有
广阔的课间活动空间，并已成为学生的挚爱和办
学的一大特色。学校每学年都举办一些配合中文
教学的经典活动，如识字，朗读，作文，讲故事
等学习与娱乐结合在一起的各类比赛；以及圣诞
节，中国春节等农历传统节日的庆祝表演。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其中最具特色的是：
预备中文SAT和AP考试的实用中文班；适应非汉
语国家学生练习中文的中文会话班及成人班；儿
童合唱团；儿童圣经班；课间学校为学生们准备
小点心及饮料，还提供健康的娱乐活动如棋类、
跳绳、抖空竹、踢毽子，书法和观看中文卡通
等。

印 城 华 人 教 会 中 文 学 校 8 月 1 4 日 开 学 ，
新学年日历和报名表均可上学校网站https ://
indychinesechurch.org上查询。

量身编写的双双中文教材，中国国家汉
办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课本
配有CD和加强练习册，让孩子在趣味语
言的海洋里遨游。

教学设施：IUPUI提供
兴趣班：中文课后，我校为学生开

设舞蹈/体操、画画、唱歌、国际象棋等
多样兴趣班，专业老师授课，形式多彩
多样，为孩子健康全面成长提供上乘的
服务。

学期活动安排：第一学期期终时，
全校将举行中文文艺表演。第二学期期
中时，将有故事大赛及每年一度的全校
师生家人大团圆的野外聚餐。

本校不仅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的
传播，也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平台，
免费教授不会讲英语的家长日常用语，
包括考驾照考公民要求懂的英语。由于
地处印地市中心IUPUI校园内，学生上
课时，家长可以参加健身班，或办公购
物，一举多得! 请记住我们的开课时间，
速来加入我们IUPUI中文学校吧，相信
你和您的孩子都有不同的收获！

www. imcoal it ion .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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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FB I雇员因接触
中国公司未上报或入狱

美国当局指控一名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雇
员在与一家中国科技公司和其他一些中国机构的关
系问题上撒谎，他因此可能被判10年有期徒刑。

据报道，被捕的前雇员秦昆山（译音，Kun 
Shan Chun）也叫Joey Chun。他自1997年开始在FBI
工作，一直担任电子技术员的工作。

他于今年3月被捕，直到8月1日才公布其被捕的
原因：他曾将有关美国政府的敏感信息传递给位于
中国的机构和个人。美媒称，“这其中一些人与中
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2006年开始秦昆山与一中
国企业的雇员合作，开始其在美国调查工作。2011
年，秦昆山在欧洲与一名中国官员相见，两人谈话

的内容包括“联邦调查局敏感的、非公开的信息”。
助理联邦检察官波维（Emil Bove）指出，秦

昆山还泄露包括1名FBI工作人员的身份和远行计
划、1份内部组织结构图，以及他在1个管制区所拍
摄与监视技术相关的文件照片。

据报道，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地区法院已
经判定其为“间谍”。秦昆山当庭“认罪”，并表
示：“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我很抱歉。”

46岁的秦昆山出生在中国大陆，于1969年到达
美国并于1985年取得美国公民身份。

                                   （来源：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