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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政府部门及

公共事业部门的雇员将

享有 16 天的公共假期，

私 营 企 业 雇 员 享 有 11

天的假期。

阿联酋节假日都基

于月亮的出现而不是回

历的固定日期，所以，

实际放假日期可能会有

所不同，下面列出的是

2016 年 阿 联 酋 预 期 的

公共假日：

以下为预计的 2016 年公共假期：

从以上的时间表可以看出， 有不少的节

假日时间都在周末前后， 因此在 2016 年阿

联酋的居民将会有 4 个长的周末假期。

在 2016 年的节假日中， Israa 和 Miaraj

假期将会喝周末一起形成一个小长假， 在伊

斯兰历第七月的时候， Rajab 的第 27 天。

开斋节，及 2016 年斋月的最后一天，会

再 7 月 7 号。 必须要强调的是，伊斯兰历法

是以对月相的观测为基础而形成的， 全球各

地的穆斯林会依据月相的观测结果而确定具

体的开斋时间及庆祝活动的时间。

宰牲节，在穆斯林的圣地麦加将会有盛

大的朝圣活动。活动会持续 3 天。 明年的这

个假期，依照目前的推测会从 9 月 11 日星期

天开始。 居民将会享有从 9 月 9 日到 9 月 11

日的小长周末。 具体的时间会依据当时的月

相观测来确定。

明年伊斯兰历的新年在 10 月 2 日开始，

也将会是一个小的长周末。此外，一些特殊

的节日（如阿联酋全国追悼日）可能会依据

具体时间做出调整以和周末时间结合， 让纪

念活动能更好地开展。

 2016 年阿联酋假期抢先看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报名信息

假期 日期 星期   天数

新年 1 月 1 日 星期五 1

 Israa & Miaraj* 5 月 5 日 星期四 1

斋月首日 6 月 6 日 星期一 0

开斋节 7 月 7 日 星期四 / 星期五 / 星期六 3

阿拉法特日 9 月 10 日 星期六 1

宰牲节 9 月 11 星期日 / 星期一 / 星期二 3

伊斯兰新年 10 月 2 日 星期日 1

阿联酋追悼日 11 月 30 日 星期三 1

阿联酋国庆 12 月 2 日 星期五 / 星期六 2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PBUH) 12 月 12 日 星期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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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废油为车辆供能，阿联酋

极力提倡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项

目。

餐饮行业公司面临着处理食物

废油的挑战，因为排污系统禁止排

放 食 物 废 油。 这 些 废 物 由 Lootah 

Bio Fuel (LBF) 等公司处理。

LBF 是 由 S.S. Lootah 集 团 全

权拥有的子公司，S.S. Lootah 集团是阿联酋

境内废物再生资源和可替代燃料行业制造商，

该公司使用食用废油 (UCO) 作为原料制造生

化柴油。他们所生产的合成柴油是阿联酋境

内最便宜的柴油，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LBF 公司执行总裁 Yousif Saeed Lootah

表示：“使用食用废油制造生化柴油这一举措

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这一过程与使用

植物资源（如：谷物，豆类，棕榈油）制造

生化柴油的过程不同，因为这些植物需要耕

地进行种植，而使用食用废油只需现成的原

料，这些原料只需进行收集即可。”

LBF 公司使用食用废油生产生化柴油的

决议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绿色形象，同时也提

升了与该公司合作的其它公司的企业社会责

任感形象。

LBF 公司执行总裁进一步表示：“我们公

司和迪拜市政当局及其他政府机构有着密切

的联系，我们旨在建立一种监督体系，用以

杜绝未经授权的食用废油采集人员运营和出

口食用废油行为的发生。”

阿联酋极力提倡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项目，
食用废油为车辆供能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报名信息

阿布扎比一位国家部长说：

阿 联 酋 没 有 计 划 征 收 个 人 所 得

税。

阿 联 酋 财 务 部 长 Obaid 

Humaid Al Tayer 于 周 二 告 诉

联邦国家委员会记者：“阿联酋

不 打 算 也 不 会 强 制 征 收 个 人 所

得税”。

Al Tayer 也 驳 回 了 向 汇 款

征税的计划。“在对社会经济影

响 作 出 深 入 的 分 析 研 究 之 前，

政府不会执行这一重大决策，”

他补充说道：“目前还处于

初 期 研 究 阶 段， 还 没 有 任 何 决

策，也没有任何起草法律。”

阿联酋收个人所得税？
迪拜中华网     迪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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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锅

营业时间:
10:30 am to 11:00 pm 斋月期间正常营业

始于川菜
 止于火锅
这是对迪拜川味居最好的诠释。这
是在迪拜唯一以川菜为主的中餐厅
，于2013年开门营业。如今已有两
家分店，均以提供正宗巴适川菜和
经典重庆火锅。深受迪拜华人的喜
欢和推崇。整个团队及原料均来自
中国重庆。目的就是希望“川菜迎
君临，火锅生农情。”

火 锅
JLT新店：R-2B Shop, Lake level, Lake Point Tower, Cluster N, Jumeirah Lakes Tower
Deira老店：Shop No.5 Next to the Traffic Light Of Al Maktoum Hospital Road,Deira,Dubai

JLT新店：04 558 7050, 055 7139 529      Deira老店：055 4112 518
味居  J L T
Liu Restaurant

hot pot

川味居 JLT新店
Deira老店

TEL:04-2285887

特 价 机 票 T i c k e t   

电话：0566037355、0564094581
QQ：1958368793、770991682
微信：dubai201488
【特价机票提前预订】
北京-迪拜               单程 1120AED
迪拜-广州               单程 970 AED
迪拜-长沙               单程 1050AED
迪拜-上海/北京       单程 1080AED
西安-迪拜-西安       往返 1900AED
杭州-迪拜-杭州       往返 1900AED
温州-迪拜-温州       往返 1620AED
迪拜-北京-迪拜       往返 1720AED
迪拜-上海-迪拜       往返 1790AED
迪拜-广州-迪拜       往返 1770AED
银川-迪拜-银川       直飞往返1760AED
武汉-迪拜-武汉       直飞往返 1850AED
迪拜-武汉-迪拜       直飞往返 1890AED
迪拜-武汉               单程1050AED
迪拜-成都-迪拜       直飞往返 2080AED
迪拜-伦敦-迪拜       往返 2020AED
迪拜-德黑兰-迪拜    往返 770AED

另有伊提哈德，国泰，南航，卡塔尔，
阿航等全球各大航空散客，团队，商
务舱特惠票价，可24小时自行出票!

同时提供各大星级酒店订餐服务欢迎来电咨询。2星 Ibis  Al  Rigga 290AED起（含早）

3星 Landmark Baniyas 280AED起（含早）

5星 Taj  Palace 340AED起（含早）

5星 Radisson Blu 390AED起（含早）

办理伊拉克1年多次往返签证，此签证可以从任何伊拉克口岸出入境，

特价国际驾照3年10年，联系专线：0558742618

QQ：2496442465   微信：easygodubai

迪拜易达国际旅行社

亚特水上乐园+水族馆
288AED/人

YAS水上乐园+法拉利
（单日）260AED/人
（双日）290AED/人

特 价 酒 店  H o t e l     

    另有悍马冲沙，浪漫红纱冲沙，高塔
票，帆船水上乐园，豪华游艇垂钓，夜
海游船，热气球看日出，高空跳伞、等
门票均有销售。

旅游推荐 T o u r    签证 V i s a   

电话：04-2285887   0558742618   0529684881
邮箱：easygodubai@hotmail .com 
微信：egodubai
地址：Near f ish R/A(鱼转盘旁边）Deira,Dubai 

旅游局注册号：740294

    3个月旅游签证，3个月访问签证，3个月多次往返签证

特快出签批发销售中。土耳其、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私人定制

团。
    另有一个月旅游签证， 1-2天出签外国人去中国签证，
伊拉克特价机票、专业办理国际驾照、学历公证认证以及
游迪拜长签去土耳其，卡塔尔，阿曼等阿联酋周边国家签
证。   

   

扫一扫，赠送飞签攻略

6星Atlantis            1430AED起（含早） 5星Anantara    1200AED起（含早）4星 Carlton Tower         300AED起（含早）4星 Star  Metro        320AED起（含早）

  招聘：办公室操作若干名，有经验者优先，发送简历到3757910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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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商标资格证

网站：www.datacal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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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证（迪拜）专业
公司执照注册资格证

PRO证（龙城、国际城）
专业公司执照注册资格证

网站：www.datacallgroup.com

上 门 服 务   诚 信 服 务   透 明 收 费
中国人自己的打字社服务于国人

工 作 时 间 ： 8 ： 0 0 — 1 6 ： 0 0

一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经 济 部

二 、迪 拜 法 院

市 政 府
卫生部 体检

阿联酋   ID

土地局 (Ejari)

移民局 (签证)

商 标
打 字

营业执照申请材料打字/公司取名材料打字/EST升级为LLC材料打字/更换抱人及增加或减少股东的
材料打字/更换服务内容，关闭营业执照等材料打字。

1、注册公司及营业至少多需要的公司章程，法院公正材料打字(注：保人与老板、股东间的公正材料打字)
2、各类委托授权公证材料打字指(个人形式、公司形式、部分及GENERAL全部形式委托，境外国家的委托)
申请关于注册营业执照的审批打字。餐厅员工健康证。

24小时取结果510/DHS、48小时取结果410/DHS、7天取结果300/DHS、
当天取结果750/DHS、医疗卡550DHS。
办理身份证：一年170DHS  二年270DHS  三年370DHS

办公室合同、店铺合同以及住房合同审批（Ejari）打字。

关于申请签证（visa）等所有材料打字。

申请注册商标材料打字（协助做CD、样本），注册条形码材料打字。

各类信件打字，不反对函等所有材料打字。

网站：www.datacal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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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治曼中国城五周年感恩暨客户答谢会
迪拜中华网

2015 年 12 月 22 日 阿 联 酋 当

地时间晚 7 时，“阿治曼中国城五

周年感恩暨客户答谢会”在阿治曼

隆 重 举 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驻 迪

拜 总 领 事 馆 李 凌 冰 总 领 事、 马 旭

亮 副 总 领 事、 经 济 商 务 室 张 艺 参

赞、 阿 联 酋 经 济 部 阿 治 曼 经 济 局

长 H.E. Sheikh Sultan Bin Saqar 

Al Nuaimi 亲 王、 阿 治 曼 经 济 发

展局 H.E. Ali Eissa Al Nuaimi 局

长、 阿 治 曼 消 防 局 Saleh Saeed 

Al Matrooshi 局长、阿治曼警察

局 总 部 H.E Sheikh Ahmed Bin 

Nasser Al Nuaimi 局 长 等 当 地 职 能 政 府 代

表、中国驻阿各省商协会代表、阿治曼中国

城商户代表以及中外媒体代表近 400 人出席

了本次活动。

  

阿治曼中国城罗峰总经理在欢迎辞中表

示，五年的时光荏苒、五年的风风雨雨、五

年的励精图治、五年的丰硕成果，凝聚了阿

治曼中国城人的智慧和心血，今年是中阿建

交 31 年，也是中阿“一路一带”重点推进年。

作为中国城的投资方和经营管理者，肩负着

使命和责任，一定要让中国城成为中国优秀

商品的展示平台，成为中东地区人民采购中

国商品的集散地。

同时感恩阿治曼酋长国各级政府部门对

中国城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驻迪拜总

领事馆等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关心爱护；感恩

中国城 1100 家商户朋友的休戚与共、共生共

荣；感恩中国城项目的股东湖南博深实业集

团的倾力支持；感恩中国城所有员工的全情

付出、辛劳汗水！感恩各界朋友特别是媒体

朋友对中国城的呵护和包容并相信中国城有

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李凌冰总领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

拜总领馆向阿治曼中国城成立五周年表示诚

挚祝贺。她表示在冬至这个中国节气大家欢

聚一堂，其乐融融。阿治曼中国商城是阿联

酋唯一一个由中国人投资、中国人管理、中

国商户经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企业“走出去”、

管理“走出去”的重要尝试，是集中展现中国商

业文化、企业文化、人文情怀的重要窗口。

作为投资方，博深集团积极探索海外商

贸平台管理经验，提升管理水平，积极服务

商户，积极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密切沟通，

积极融入当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活

动，积极配合总领馆推动和谐侨社建设，各

方面工作均取得突出成绩。

我们也要感谢阿治曼政府为中国城的发

展所提供的帮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在海外管理好这样大规模的一个项目实属不

易，希望中国城管理经营越做越好，总领馆

也将不遗余力提供帮助，中国城投资方与管

理方要和商户发扬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团

结起来齐心协力将项目越做越好。

  

阿治曼酋长法律顾问 Abbas 博士在讲话

中表示，自博深集团入驻以来，中国城项目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成为推动阿治

曼经济的重要动力，我们将不遗余力的大力

支持阿治曼中国城更快更好的发展。

  

在接下来进行的阿治曼中国城五星级商

户代表授牌环节，经过中国城投资管理方对

商场所有商户的商品质量、客户服务、售后

服务、遵纪守法等多方面评估，最终评选出

了一批中国城 2015 年度五星级商户，陈毅先

生作为五星级商户代表上台接受奖牌并发表

感言，李凌冰总领事和集团彭铁

缆董事长共同为其授牌。

陈毅表示，作为最早一批来

阿从商的中国商户，阿治曼中国

城开业入驻至今，已共同走过了

五个年头，五年来见证了中国城

项目的日新月异的发展，看到了

新的股东在项目运营管理上专注

和项目基建、配套设施上的巨大

投入。中国城的商户朋友们充分

相信中国城投资方与管理方有能

力也有实力将中国城项目越做越好。

  

最后由阿治曼中国城的员工以及旅居阿

联酋的艺术家们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晚会，阿治曼中国城的员工所表现出的专

业素质与团队协作能力受到了所有来宾的高

度赞赏与肯定。最后晚会在一首经典悠扬的

Time to Say Goodbye 中落下帷幕。

   

在国有品牌长安汽车的大力支持下，参

加本次活动的到场嘉宾均有机会参加中国城

五周年庆汽车大奖的抽奖活动；旅阿华侨、

广东商会秘书长元永佳先生为本次答谢会活

动现场书写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两条转

轴，寓意着中国城股东博深集团“博大精深”的

企业文化，也象征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更

体现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同时也寓意着以中

国城为代表的海外事业有更长久健康的发展。

本次活动也得到了包括新华社、人民日

报、凤凰网、宣言报、中阿卫视、迪拜中华

网等相关媒体的支持。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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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阿语站

ستعد دبي للترحيب بزوارها من شتى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تنطلق  الذي   ،2016 للتسوق  دبي  مهرجان  خالل 
فعالياته في الفترة ما بين 1 يناير وحتى 1 فبراير، 
 150 من  أكثر  مع  متنوعة  تجارب  لهم  يقدم  الذي 
كل  في  والبهجة  والمرح  الفرح  تنثر  مميزة  فعالية 

مكان.

وكشفت مؤسسة دبي للمهرجانات والتجزئة، إحدى 
مؤسسات دائرة السياحة والتسويق التجاري، الجهة 
المنظمة لمهرجان دبي للتسوق عن جدول فعاليات 
الدورة الحادية والعشرين لهذا الحدث األضخم من 
أحد  كان  والذي  المنظمة،  مستوى  على  نوعه 
بلقب  دبي  تتويج  في  ساهمت  التي  المهرجانات 
أفضل مدينة للمهرجانات والفعاليات العالمية ألربعة 
من  مميزة  توليفة  يتضمن  أنه  والسيما  أعوام، 
في  الرائعة  التسوق  وتجارب  الترفيهية،  الفعاليات 
تقدمه  وبما  المختلفة،  واألسواق  التسوق  مراكز 
مذهلة،  ترويجية  عروض  من  التجارية  المحالت 
عالوة على الجوائز التي تغير مجرى حياة الكثير 

من الفائزين.

الترفيه والتسوق والربح

دبي  لمهرجان  والعشرين  الحادية  الدورة  وتنطلق 
للتسوق تحت شعار الحملة التسويقية »مهرجان دبي 
ومع  أنه  على  داللة  في  الروائع«  يهديك  للتسوق.. 
النجاح  من  عقدين  وبعد  الثالث،  عقده  بداية 
بمكانته  تليق  أكبر  خطوة  يخطو  فإنه  المتواصل، 
التي اكتسبها على مدى هذه السنوات، وضخ المزيد 
من الطاقة والنشاط في مكوناته الثالثة وهي: الترفيه 

والتسوق والربح.

حيث ستبدو أكبر مما كانت عليه.

السياحة  لدائرة  العام  المدير  المري،  هالل  وقال 
دبي  مهرجان  »إن  دبي:  في  التجاري  والتسويق 

تنظمها  التي  المهرجانات  أحد  هو  للتسوق 
المهرجانات  من  العديد  ضمن  دبي  إمارة 
من  المزيد  تجذب  التي  المهمة  والفعاليات 
نمو  معدالت  تحقيق  في  وتساهم  السياح، 

لقطاع السياحة«.

الحادية  دورته  في  المهرجان  ويعود 
جذب  في  محورياً  دوراً  ليلعب  والعشرين 
السياح من األسواق القريبة وال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تعاون  مجلس  ودول  السعود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خليجي، والهند.

دول،  عدة  من  السياح  إلى  باإلضافة 
وخصوصاً من الصين وإفريفيا وروسيا بما 
مع  السياح  أعداد  لزيادة  قوية  دفعة  يشكل 
بداية العام الجديد. كما يسلط مهرجان دبي 

للتسوق الضوء على ما تقدمه اإلمارة من عروض 
ترفيهية وترويجية باعتبارها أحد المكونات الرئيسية 
كبيرة  مساهمة  له  والذي  لإلمارة،  السياحي  للمنتج 

في اقتصاد دبي.

أيقونة وإنموذج

ومن جهتها قالت ليلى محمد سهيل، المدير التنفيذي 
تنظيم  »يأتي  والتجزئة:  للمهرجانات  دبي  لمؤسسة 
في  للتسوق  دبي  مهرجان  من  الجديدة  الدورة  هذه 
حقق  الذي  المهرجان،  تاريخ  من  مفصلية  مرحلة 
يتبوأ  أصبح  حتى  توالت  نجاحات  عاماً   20 خالل 
على  ليس  المهرجانات  صناعة  في  مميزة  مكانة 
اإلقليمي  الصعيد  وعلى  بل  فقط،  المحلي  الصعيد 

والعالمي«.

المزيد من الجوائز

المزيد  وأشارت إلى أن الزائر سوف يالحظ أيضاً 
للذهب  دبي  مجموعة  تقوم  حيث  الجوائز،  من 
والمجوهرات بمنح جوائز قيمة لفائزين أكثر خالل 
المهرجان، وأيضاً أطلقت مجموعة مراكز التسوق 
بفئة  تعنى  واحدة  كل  ترويجيتين،  حملتين  دبي  في 
محددة من مراكز التسوق، بحيث تعم الفائدة لتشمل 
سحوبات  إلى  إضافة  المتسوقين،  شرائح  مختلف 
بقيمة  جائزة  يوم  كل  تمنح  التي  الكبرى،  إنفينيتي 
نيسان  لفائز واحد، وسحوبات  نصف مليون درهم 
نيسان،  بسيارة  فائز  يوم  كل  تهدي  التي  الكبرى، 
باإلضافة إلى الجوائز األخرى التي يقدمها شركاؤها 

االستراتيجيون والرعاة الرئيسيون.

أن  أوضحت  فقد  الترفيه،  بعنصر  يتعلق  وفيما 
من  الكثير  يستقطب  سوف  للتسوق  دبي  مهرجان 
الفعاليات العالمية، والتي يقام بعضها ألول مرة في 

دبي.

بحيث تناسب الكثير من األذواق والجنسيات سواء 
من العائالت أو من األشخاص.

فئات  الهتمامات  جاذبة  تعتبر  كونها  عن  فضال 
استضافة  خاللها  ويتم  الجمهور،  من  مختلفة 

شخصيات مشهورة تتمتع بجماهيرية واسعة.

التسويقية  الحملة  شعار  اختيار  أن  وذكرت 
للحدث«مهرجان دبي للتسوق..يهديك الروائع«ينبع 
من كون المهرجان يمنح زواره والمتسوقين الكثير 
التجارب، مما يجعل من زيارة دبي ذكرى ال  من 
سياحية،  معالم  من  المدينة  به  تتمتع  ما  بكل  تنسى 
ومراكز  رائعة،  وفعاليات  متطورة،  تحتية  وبنية 

تسوق جذابة، وأسواق تقليدية عريقة.

روائع الجمال

ممشى  في  رئيسية  فعالية  الجمال  روائع  تقدم 
الجمال،  واحة  وهي  مول،  بدبي  األزياء  عروض 
تحتضن  صغيرة  منصات  الواحة  هذه  وتضم 
تشمل  األسبوع  مدار  على  األنشطة  من  مجموعة 
عموم  أمام  مفتوح  بعضها  الجمال  حول  جلسات 

الجمهور، وبعضها للخاصة.

كما تستضيف عدداً من الشخصيات المؤثرة عالمياً 
والذين سيقدمون معلومات ونصائح حول الجمال، 
العرب  المدونين  أشهر  من  عدد  إلى  باإلضافة 
والعالميين المختصين بهذا المجال، ويمكن للجمهور 

التقاط الصور معهم في نهاية الجلسات.

هذا باإلضافة إلى مجموعة من الفعاليات واألنشطة 
تقام  والتي  عموماً  الجمال  بموضوع  تتعلق  التي 
داخل متاجر التجزئة، وتختلف من متجر آلخر. إلى 
 ،360 كام  جالم  الرقمية  بالفعالية  التمتع  جانب 

وصالة الجمال.

دبي تستقبل زوارها بالروائع في مهرجان التسوق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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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2015 年 12 月 26 日晚 6：30，阿联酋浙

江侨团联合会成立典礼在迪拜洲际酒店举行，

出席庆典大会的重要领导和贵宾有：中国驻

迪拜总领馆李凌冰总领事，马旭亮副总领事、

驻迪拜总领馆经济商务张艺参赞、浙江省外

侨办王通林副主任、温州市外侨办邱华萍主

任、贸促会海湾代表、温州市侨联副主席，

香港温州同乡会翁银巧名誉会长、日本关西

温州总商会李建江会长、旅荷华侨华人青年

总会夏光耀会长、美国江浙工商总会金健名

誉会长、马来西亚温州总商会陆日煜常务副

会长、意大利华侨华人贸易总会叶加珍常务

副会长、温州市商协会周建国执行会长、马

来西亚浙江商会朱卫东会长及各阿联酋兄弟

商会代表、中资企业代表、部分乡贤代表和

新闻媒体记者们。

阿联酋侨团联合会成立共计收到全球各

地政府组织及侨团贺电单位数量逾达 100 多

家。发来贺电单位有：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外事司、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

辉忠贺电、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省人大民族华侨

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浙江省归国华侨华人联合会、致公党浙江省

委员会、温州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阿根

廷华侨温州同乡联谊会、巴西里约华人联谊

会、巴西温州同乡联谊会、南美洲秘鲁温州

工商总会、智利中国温州商会、智利中国浙

江商会、柬埔寨浙江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

温州商会、马来西亚浙江华侨华人总会、日

本关西温州总商会、日本温州总商会、泰国

温州商会、土耳其中华工商总会、香港温州

工商会、香港温州同乡会、新加坡温州会馆、

奥地利奥中友协华人委员会、奥地利华人商

会、比利时温州同乡会、丹麦温州同乡会、

德国旅德浙江华人联合总会、德国全德华侨

华人联合总会、俄罗斯远东温州商会、俄罗

斯浙江华侨华人联合会、俄罗斯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法国华侨

华人会、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法国华人经

贸协会、法国南方华人总商会、荷兰华人总

会、荷兰旅荷华侨华人青年总会、荷兰温州

同乡会、捷克温州商会、卢森堡温州同乡会、

挪威温州商会、塞尔维亚温州华人华侨商业

协会、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西班牙瓦伦西

亚华侨华人商贸总会、西班牙王国中国温州

同乡总会、希腊华侨华人总会、希腊华侨华

人总商会、匈牙利温州商会、匈牙利中华总

商会、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意大

利罗马华侨华人贸易总会、意大利罗马浙江

华侨华人联谊会、意大利米兰温州华侨华人

商会、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澳大

利亚温州工商总会、墨尔本浙江温州同乡会、

新西兰温州商会、加拿大温州同乡总会、加

拿大浙江同乡联合会、美国北加州温州同乡

会、美国加州温州同乡会、美国江浙工商总会、

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

美国纽约中美商会、美国温州旅美同乡会、

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墨西哥浙江商会、

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加纳中国温州商

会、南部非洲温州总商会、尼日利亚中国商

贸企业协会、坦桑尼亚浙江商会、阿联酋温

州商会、阿联酋福建总商会、阿联酋瑞安商

会暨同乡会、阿联酋河南商会暨同乡会等、

现场高朋满座，庆典人数达到约 500 人，领

导致辞、会长颁发证书以及抽奖环节等火热

气氛让庆典获得圆满成功！

林维平秘书长在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浙

江侨团联合会由在阿联酋八个主要侨团商会

发起成立，经过两个月的筹备，终于在今天

正式成立。（本文未完，接 15 页……）

阿联酋浙江侨团联合会成立大典圆满成功！
图文 /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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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3 页）首届浙江侨团联合会

会长陈志远先生欢迎并感谢各位的出

席， 感 谢 大 家 的 支 持 和 信 任。 并 表 示

浙江侨团联合会要与时俱进，努力打

造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浙江侨团联

合会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家乡的支持，

有义务为宣传中国，宣传浙江作出更

大的贡献。

  

温 州 市 外 侨 办 邱 华 萍 主 任 讲 话 时

说到，联合会的成立是侨界的喜事和

大 事。 期 望 联 合 会 未 来 团 结 合 作， 提

高团结互助的能力，形成和睦共赢的

良好局面。爱国爱乡，融入当地社会，

为 当 地 的 经 济、 文 化、 教 育 的 交 流 做

出贡献，并作为桥梁造福两国人民。

  

浙江省外侨办王通林副主任表示，浙江

是个侨务大省，浙江省委省政府要求侨团发

展要按照规范化、规模化、本土化、年轻化

的四化原则。阿联酋要做起侨团联合会的试

点，今天终于不负众望，浙江侨团联合会成

立了。希望侨团联合会要讲团结、大局、奉献，

要更加和谐、更加团结、也希望大家的事业

更加兴旺。

  

李凌冰总领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

拜总领馆对联合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

阿联酋是中东地区华侨华人最多的地方，十

多年以来队伍不断壮大。大家自发成立了 30

多家商会，他们有着地域代表性，赤子情怀，

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华侨华人们互助友

爱，处处体现着正能量。浙江侨团联合会在

陈志远先生的带领下，将侨团工作融入到“一

带一路”的战略中，促进两国发展，发展自己，

服务祖国，不断创造佳绩。

随后，李凌冰总领事，王通林副主任，

陈志远会长一起为浙江侨团联合会的成立举

行了揭牌仪式，标志着浙江侨团联合会正式

成立。李凌冰总领事，王通林副主任授予陈

志远会长会长牌。庆典在中国传统歌舞中圆

满结束。

阿 联 酋 浙 江 侨 团 联 合 会 成 立 领 导

班子名单如下：

会长：陈志远

执行会长：张俊毅

监事长：金国中

秘书长：林维平

共同会长：（排名不分先后）

施克发    朱兵华    孙建省    徐

飞珍    姜捷    张国顺    陈建国    林

时永    李多

常务副会长：（排名不分先后）

孙郑晓    叶晓燕    张祖礼    张

克 波    潘 秀 平    沈 惠 英    李 仁 敏    

包乐军    徐金根     虞建雷

副会长兼副秘书长：（排名不分先

后）

林法增    陈和胜    金鲁安

副会长：（排名不分先后）

项华兴    陈刚    张智英    吴青蔚    苏

文萍    郑哲安    张为泽      腾腾    钱作勇    

张昌瑞    应震中    黄春华    刘伯忠    柯旭     

张高锋    徐其超    王琪超    程耀

（李凌冰总领事，王通林副主任，陈志远会长一起为浙

江侨团联合会的成立举行了揭牌仪式）

晚会精彩演出！

扫一扫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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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航空（以下简称阿航）近日推出

了中文手机网站，使乘客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手机完成查询及管理预订等一系列出行准备。

全新推出的中文手机网站是阿航不断努力提

升中国乘客旅行体验所做出的最新举措。

来自中国的乘客可以从手机端打开阿航

中文官网，之后便后会自动跳转至全新的中

文手机网站，乘客可以便捷地查询机票、预

订行程、在线办理登机、舱位升级、管理预订、

查找客服联系方式以及租车等。

阿航中国区副总裁李旬表示：“阿航在中

国航空旅游市场看到了巨大的潜力，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近日的预测显示，在飞机乘客数

量方面，2029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航空

市场。通过推出这款全新的中文数字化工具，

中国乘客在搭乘阿航的航班时可以收获更加

流畅、便利、轻松的旅行体验。”

全新推出的手机网站，加上阿航现有的

智 能 手 机 app 及 iWatch app， 使 得 阿 航 不

仅仅是在中国，更是在全球航空业的移动服

务方面持续处于领先地位。阿航已在全球范

围内推出了方便使用的手机网站，涵盖除了

泰语之外的各国语言。

目前，阿航每周有 35 趟航班往返中国大

陆地区，其中包括广州航线每天 1 班，北京

和上海航线每天各两班。所有中国航线均由

最新波音 777-300ER 和空客 A380 客机执飞，

以保证中国的乘客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产品

和设施。近日，阿航宣布将会进一步拓展中

国大陆市场，从 2016 年 5 月 3 日起开通郑州

飞往迪拜经停银川的新航线，每周四班，由

波音 777-200LR 客机执飞。届时，阿航在中

国大陆的目的地数量将增加至 5 个，为中部

和西部的乘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阿 联 酋 航 空 推 出 中 文 手 机 网 站 
可在线办理登机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上午，迪拜中华网及兄

弟基金会将捐款 15650 迪拉姆交付给抓螃蟹被撞

死者家属。

目前死者家属状况：刚从国

内返回迪拜，之前已经回国处理好

死者安葬事宜，现在在迪拜等待案

件结果，迪拜中华网法律版块版主

“迪拜空”前日已经陪同死者家属到

相关部门问询案件进展，回复结果

是案件暂时还不能立马完结。

考虑到在迪拜日常生活开销，

死者家属打算先在迪拜租房子，找

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案件结果。

在此，再次呼吁可以提供工作岗位爱心人士如果

可以请给予一定的帮助！！

虽然天有不测风云，但迪拜华人的义举给所

有人都送来了温暖。

感恩，愿好人一生平安。

感谢所有对此事关注的爱心人士！！本文未

完，想要了解更多，请扫下面二维码。

迪拜中华网及兄弟基金会于 12 月 29 日将捐款
交付给抓螃蟹被撞死者家属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扫一扫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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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Bowling Centre -Alquoz.( CPM)的超市 & 店面出租 
400 - 10000 平方尺大小

Real Estate(L.L.C.) 

CAPITOL
仓库

店面

办公室

公寓

仓库& 展厅

崭新的商场

潮流男装店，潮流女装店，童装店，时尚饰品店，电子产品店，珠宝店，

照相馆，旅行社，钱庄，沙龙，洗衣店，超市，餐馆，商务中心，建材和五金店
可以经营：

展厅和办公室出租(JAQ)

+971 4-3372344, +971 4-3372788 

展厅大小： 4,400 - 8,800 平方尺

4th Int.SZR. Behind DM Pest Control Alquoz Ind-3.
办公室大小： 775 - 3,800 平方尺

3500,  4500,  7000,  10500 平方尺

大量商业仓库

 

适合超市和餐厅的店面
崭新的仓库

仓库出租(J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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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华商成功举办纪念伟人毛泽东
诞辰 122 周年座谈会

2015 年 12 月 26 日， 由 著

名 华 商 陈 忠 奇 先 生 发 起 的“ 纪 念

伟人毛泽东诞辰 122 周年座谈会”

在福建商会会所成功举办。阿联

酋福建商会、阿联酋河南商会、

阿联酋初心会、阿联酋华商联合

会、迪拜马帮、阿治曼华侨华人

总商会、阿联酋温州商会、阿联

酋 旗 袍 协 会 等 代 表 共 计 50 余 人

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阿联酋著名华商，诚信地产

副总裁刘永生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原文如下：

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非

常有意义的活动！我是一个新兵，来迪拜也

就三年时间，承蒙在坐的诸位商协会老总们

抬爱，大家都叫我“才子”，原因就是在迪拜工

作之余，喜欢写几句拙诗，顺囗溜吧！我喜

欢毛主席，崇拜毛主席，恰恰也是喜欢毛主

席的诗词而起！因为喜欢毛主席诗词，1997

年我就开始了收藏收集与毛主席有关的像章、

瓷像、不同版本的主席诗词、绣像、那个年

代的烙有主席语录的日常用品，包括信封、

邮票、电影票、布票、粮票、宣传画、版画、

油画、玻璃镜框等等！

日积月累，十年时间，我的红色藏品己

达万余件，在 2007 年，毛主席诞辰 114 周年

之际，我的“红色记忆毛主席收藏纪念展馆”

在家乡开馆了！正因为喜欢毛主席的诗词，

我今天就以诗为感情线索，与大家共同分享

纪念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 -- 毛泽东主席！遥

看历史的星空，浩瀚的中国诗坛群星璀璨，

流光溢彩。一篇篇俊美的华章，像一朵朵流

云辉映古今，又像一束束月光感天动地。灿

烂星河中，一颗巨星光焰夺目，他就是毛泽

东－－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诗人！

早年的毛泽东离开家乡，到湘乡县东山

高小读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言志”。

毛泽东挥笔写下一首《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

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

个虫儿敢作声。”年少的毛泽东将自己的志向

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表明了自己立

志救国的革命抱负以及扭转乾坤的雄心壮志。

十四年后，在《沁园春·长沙》中毛泽东又写

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再一次表明了

自己坚定的立场，敢于担起“主”中国革命“沉浮”

的历史重任！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一场大雪以及

遥远的一抹春光，让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愉快，

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通过对北国

壮丽雪景的描绘和千古英雄的评论，进而赞

美今朝的风流人物！毛泽东用自己的经历写

下了一篇篇千古绝唱，不用说“天若有情天亦

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用说“秋风萧瑟今又

是，换了人间”；也不用说“久有凌云志，重上

井冈山”凡是读过他的诗词的人，无不被他那

宏伟的气魄、昂扬的激情而折服！他博大的

爱心以及敢于担当重任的豪情，使得他的诗

词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诗人是多情的，古往今来，太多太多的

诗人走不出自身悒郁的情感。屈原是一位爱

国主义诗人，忧天下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

却将希望寄托于楚怀王，希望破灭之后不惜

以生命殉国；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也

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由于仕途屡屡受挫，

放情山水，醉酒人生；毛泽东也是一位爱国

主义诗人，却不寄希望于别人，敢于担起这

副历史的重任；他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也寄情山水，但更多的是壮志抒怀；因为毛

泽 东 是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早 已 将

自 己 的 忧 虑 和 国 家 民 族 的 命 运

紧 密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因 此， 他

的诗更像铁锤、像镰刀、像钢枪、

像号角……

诗 坛 上 走 来 的 毛 泽 东， 怀

着 诗 人 特 有 的 浪 漫 情 怀， 一 生

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

为 后 人 留 下 一 笔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作 为 诗 人， 在 这 里 完 全 可

以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然而，

毛泽东又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有着诗人的

感性和激情，还拥有评论家的辨证思维。他

能够在多方面反思自己的创作过程，将实践

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诗要形象思维”是“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大力推广诗

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种倡议的带

领下，当代诗坛涌现出无数优美的诗篇！能

够指点江山而又能够指点文字的，古今中外

唯有毛泽东！毛泽东一生不会打枪，却能带

兵打下江山。他用写文章和个人风范统帅军

队。多少英雄豪杰，面对他，只能俯首称臣。

这样的领袖，中国没有过，世界没有过。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烧杀

抢虏，让百姓惊恐，让山河破碎。毛泽东的

军队不杀百姓，所到之处受百姓拥戴，中国

没有过，世界没有过。

这样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

唯一，世界唯一。只因为能看到他给中国带

来的变化，我感谢这一生生逢其时。下面我

以 2007 年时，我在我的“红色记忆 - 毛主席

收藏纪念展馆”开馆庆典仪式上，我们运城学

院红心诗社八位诗友集体创作的《东方红》

藏头诗，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这首诗通篇

28 句，每句诗打头的第一字竖读下来就是我

们熟知《东方红》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

大救星！下面我来朗颂下这首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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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藏头诗

——红心诗客

东 倭狂虎狼啸遍地烽烟，

方 圆广漫神州星火燎原。

红 旗卷农奴戟抗日驱蒋，

太 平洋云水怒诛伐弹丸。

阳 光照赤县天乾坤陡转，

升 国旗振华夏傲立宇寰。

中 华梦起宏图辉煌初露，

国 扬威民做主万众开颜。

出 重兵入朝鲜保家卫国，

了 民愿兴百废重整河山。

个 性美比尧舜炎黄甚幸，

毛 润芝出韶山巨手惊天。

泽 黎庶旌旗奋赴汤蹈火，

东 方亮彩云归换了人间。

他 远胜古君王秦皇汉武，

为 革命献妻儿血染山川。

人 丁旺八亿众安居乐业，

民 爱党党爱民血肉相连。

谋 四化放卫星试爆核武，

幸 福路奔康庄攻坚克难。

福 祉添防糖弹从严治吏，

他 妒恶如仇敌惩腐肃贪。

是 强龙镇四海飞舟遏浪，

人 类史留翰墨千古奇传。

民 声沸颂歌涌百姓敬仰，

大 英雄献毕生沥胆披肝。

救 民族济苍生同辉日月，

星 光灿驻民心万岁永年。

刘永生先生，自幼酷爱艺术，热爱收藏

事业，在短短的近十年里（1997---2007）

收藏了大批珍贵红色文物，尤其是对伟大领

袖毛泽东主席的相关发行物、纪念品颇为钟

爱。红色收藏品近万件，内容丰富、意义深刻，

受到收藏界的高度赞誉。他担任红色记忆收

藏纪念馆馆长，该展馆主要收藏毛泽东时代

的海报、宣传画、瓷像、瓷器、挂件、摆件、

刺绣等。红色记忆收藏纪念馆位于山西省运

城市李家大院景区内、共四个展厅，展厅面

积共计 1800 平方米，展品 10000 余件！耗

时 10 年收集（1997---2007）

  

阿联酋华商裘总说，这 36 张照片是迪

拜刘永生的收藏品，非常珍贵，凝聚着刘总

十几年来的心血和汗水，难得一见；他创建

了博物馆，与大家一起分享，体现了一个军

人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质……
本文未完，想阅读原文请扫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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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温州同乡会第三届会员年会
暨换届大会在阿隆重召开

2015 年 12 月 27 日，阿联酋温州同乡会

在著名的亚特兰蒂斯酒店隆重举行第三届会

员年会暨会员大会，出席本次大会的领导嘉

宾有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李凌冰总领事，浙

江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王通林副主任，温州市

外事侨务办公室邱华萍主任，中国驻迪拜经

商室张艺参赞，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马旭亮

副总领事，阿联酋中国商会王耸会长，阿联

酋浙江侨团联合会陈志远会长，阿联酋温州

同乡会金国中名誉会长，在阿华侨华人社团

负责人，全世界七个国家温籍侨团领导和阿

联酋温州同乡会会员代表共 450 人参加本次

大会。

  

大会在庄严的中阿两国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阿联酋温州同乡会执行会长池云虎先生

首先上台致欢迎词，对远道而来的浙江省外

侨办代表团，全世界各国温籍侨领，在阿 24

家兄弟侨团负责人，新闻媒体记者和全体会

员代表到来致以最热烈欢迎。随后阿联酋温

州同乡会秘书长兼常务副会长金鲁安先生上

台宣读第三届温州同乡会理事会班子名单，

林时永先生蝉联第三届阿联酋温州同乡会会

长，50 名优秀的温籍侨胞入选新一届理事会

班子。

随后阿联酋温州同乡会高级顾问，温州

电视台新闻主播王子秋先生宣读各方的贺电，

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浙江省委统战部、

浙江外侨办、浙江侨联、温州外侨办、温州

侨联以及国内各级政府和全世界各地一百多

家温籍侨团，阿联酋各省市兄弟侨团均发来

了贺电。

林时永会长上台做了新一届温州同乡会

工作报告，报告中他首先对大家多年来对阿

联酋温州同乡会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回

顾了上一届阿联酋温州同乡会理事会班子精

诚团结，会务工作开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

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同时郑重承诺一定要团结全体阿联酋温

州同乡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虚心学习，务实

跟进，积极发扬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以“弘

扬中华文化，凝聚同乡情谊”为宗旨共同打造

好沟通、合作的平台；积极推动会员企业合

力抱团、拓宽投资通道，激发新的动能，更好、

更快地发展企业。希望阿联酋温州同乡会能

成为在阿温州同乡联系乡情的纽带，积极关

心祖国的发展和家乡的建设。

之后邱华萍主任上台发表了重要讲话，

邱主任首先代表温州市外侨办对阿联酋温州

同乡会第三届会员年会暨换届大会召开表示

了热烈祝贺，在讲话中希望阿联酋温州同乡

会要继续高举爱国爱乡旗帜，进一步加强侨

团内部的团结、侨团与侨团之间的团结，积

极构建和谐侨社，为其他国家的侨团建设提

供更多经验。同时勉励旅阿侨胞，要继续弘

扬中华文化，提升华侨华人形象，积极推动

旅阿侨胞更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为增进中

阿两国人民友谊、为增进中阿两国人民友谊、

服务侨务公共外交大局发挥积极作用。

王通林副主任代表浙江省侨务代表团上

台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向阿联酋温州同乡

会传达了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浙江籍侨社

团指示精神，浙江省作为中国侨务大省，外

事侨务工作是省委省政府重要工作之一，服

务好海外侨社团组织具有重要意义。他指示

要求阿联酋温州同乡会作为浙江籍重要侨团

之一，团结一致，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战

略背景下，积极参与中阿两国经济、文化交

流中，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规范化、规模化、

本土化、年轻化的四化原则发展侨团，努力

把阿联酋温州同乡会打造成知名浙籍侨团，

成为政府和会员放心的侨团。

李凌冰总领事代表迪拜总领事馆上台作

了重要的讲话，李凌冰在大会上对阿联酋温

州同乡会近年来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赏，并

指出阿联酋同乡会在维护会员合法利益，引

导会员遵守阿联酋法律法规，积极帮助会员

融入当地社会做出成绩，她特别提到阿联酋

温州同乡会帮助中国足球协会和恒大足球俱

乐部来阿联酋比赛和集训过程中，做了大量

积极有效的工作，得到了中国足协和恒大足

球俱乐部的高度认可，其中后者更是勇夺亚

洲足球俱乐部冠军，为中国争光，得到社会

各界的肯定。最后李总领事希望新一届温州

同乡会能继续发扬温州精神，淬炼充满正能

量的温州人新形象，进一步努力促进阿联酋

与温州之间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为建设和

谐侨社做出贡献。

  

大会随后进行了隆重的授牌仪式，第三

届阿联酋温州同乡会理事会成员上台接受李

凌冰总领事和王通林副主任共同授牌，并和

第三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授牌仪式后，王通林副主任代表浙江省

外事侨务办公室向阿联酋温州同乡会赠送了

纪念品。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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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阿联酋温州同乡会领导机构名单

名誉会长：金国中    

高级顾问：李培培 王子秋

顾    问：周海勇 徐启建 王小芬

法律顾问：勉金龙 李  峰

  

会 长：林时永

执行会长：池云虎

秘书长（兼）：金鲁安

副秘书长（兼）：项敬儒

常务副会长：

金鲁安  金爱道

副会长：

林维平  林  达  蔡继青  周圣召  曾建文  

潘国秒  李仁敏  

包乐军  姜  捷  王育森  王智福  高建武  

林建东  项敬儒

张海夫  胡方民  滕  腾  温红中  徐安成  

程  耀  李  剑

陈良权  李  官  杨忠泽  王海熊  何  超  

郑哲安  蔡董泽

谷  义  陈荣华  林晓丰  陈大可  

  

常务理事：

厉金武  蒋时辉  邵益伟  周伟胜  王文彬   

理事：

兰江平  李建胜  金  焰  涂栋梁  金可敏  

金国聪

柯  旭  李燕子（女）  刘欢平

第三届阿联酋温州同乡会主要负责人员

通讯方式：

林 时 永 会 长：00971-501350855   

13957120191

金 鲁 安 秘 书 长：00971-509206688 

13906655855 

jinluan@foxmail.com

商会秘书处：00971-561366709

uaewztxh@163.com

阿联酋温州同乡会还为现场的华侨同胞

准备了丰富的美食、精彩的歌曲、舞蹈、变脸、

功夫茶、古筝等文艺表演。69 位幸运侨胞在

激动人心的抽奖活动中得到精美奖品，整个

会场充满了热闹的气氛，随着特等奖悬念最

后的揭晓，大会在巜难忘今宵》歌声中落下

帷幕，阿联酋温州同乡会第三届会员年会暨

换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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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山 小 种铁 观 音 金骏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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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在迪拜旅游、常住迪拜都必须要了解的
几款迪拜 APP

推荐在迪拜可关注的迪拜 APP：

1、DEWA

迪拜水电局官方 APP，它的最大功能方

便查询水电费，可根据就近 DEWA 缴费点合

理安排时间。

2、DubaiPolice

这是迪拜警察局官方的 APP，推荐给迪

拜华人会员们。它是可以查询驾驶违章车辆

罚款信息。

3、MParking Dubai

在迪拜开车必须要了解停车打卡 APP，

需要的时候根据自己车辆停靠的区域和编号

发送缴费信息功能。

4、AUTO MALL

一个著名的迪拜二手车交易的平台。可

以按需搜索车辆，也可以发布自己的车辆出

售信息。对于有买车卖车需求的朋友非常实

用。

5、Definitely Dubai

迪拜旅游局 APP，是转为迪拜游客准备

的旅游型应用 APP，有迪拜的综合旅游资讯，

对来迪拜旅游的游客来说方便实用。

6、MYDXB

迪拜国际机场的 APP，可以查询到迪拜

航班信息及机场服务信息。

7、UAE YP

UAE YP 是 阿 联 酋 黄 页， 推 荐 这 款 APP

给一些资深迪拜华人，方便他们查到黄页里

商家的联系方式，细节比较人性化，还提供

收藏夹和商家位置地图标记，挺实用的一款

APP。

8、DUBAI MATRO

迪拜地铁站官方 APP，提供关于迪拜地

铁的一切信息，等同于一本地铁手册。

9、IDubai

是 迪 拜 市 政 府 官 方 APP（DUBAI 

MUNICIPALITY）， 它 集 成 迪 拜 地 图， 还 能

按功能查询到迪拜各机构位置、迪拜各街道

名和位置，还有迪拜街景截图，很强大的一

款 APP。

10、MOL

迪拜劳工部官方 APP，提供一些劳工法

法规查询功能，比较实用。

当然还有一些看上去都不错，待用过再

详细介绍给大家。

这里隆重推出一款非常实用 APP。

11、迪拜中华网 APP

迪拜中华网是迪拜华人第一门户网，集

迪拜旅游、迪拜购物、迪拜房产、迪拜咨询、

迪拜生活、迪拜招聘求职于一体的迪拜华人

网络论坛，也是阿联酋华人常用的新闻网站。

  

迪拜中华网 6 大优势：

1、最齐全网络信息，最大浏览量。

2、发行整个阿联酋华人区的杂志“华文

迪拜”，发行量更大更广。

3、将近 6 年时间策划 300 多场活动，每

周最少一场活动继续保持中。

4、 海 量 粉 丝 迪 拜 中 华 网 订 阅 号：

dibaichina，每天保持 8 条信息的宣传推广。

5、华文迪拜传媒视频版块，陆续增加迪

拜吃喝玩乐视频讯息，享受更 3D 真实的信息

体验。

6、迪拜中华网 APP，在苹果 APP Store

输入：迪拜，即可看到“迪拜中华网”在搜索栏

里面排一位，相信随着下载的用户更多，排

名会一直保持。

  

在苹果 APP Store 输入：迪拜，即可看

到“迪拜中华网 APP”在搜索栏里面排一位

迪拜中华网     文 / 应震中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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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4531191/ 055 210 1101 /055 332 8866
QQ/微信：9710 8283 业务咨询  /9710 8285 迪拜客服/9710 8284 中国客服
地址：国际城摩洛哥区  i07 9号店铺（阿联酋全境上门收货）
快件追踪网址：www.faster.ae   

迅捷速运有限公司
Faster Express Cargo LLC

快递服务：

2：迪拜至中国，大宗货物双清到门业务。

1：中国  至迪拜    大宗货物空运双清到门。
                      小件货物可以   一个工作日  派送。
                      食品，化妆品，药品运输

(量大特优)

奶粉快递5-7天

免费家乐福采购   
专业包装   上门收货    
全包关税   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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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欢度春节

春节是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

重的传统佳节。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

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民族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

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庆祝春节的习俗。人们在春节这一天都尽可能地回到家里和亲

人团聚，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但若是不能回家的迪拜游子或者想要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春节感受的人们该如

何选择呢？迪拜是与家人共同欢庆春节的理想去处，以下我们为您精心挑选

了值得一试的精彩活动。（迪拜中华网整理编辑  来源：迪拜旅游局）

在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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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场内畅想滑雪乐趣

探索海滩

中东地区首座室内滑雪场拥有超大型的室内滑雪坡，广受冬季运动爱好者的青睐。您可以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布景下，

尽情享受滑雪、单板滑雪或平底雪橇滑雪的乐趣。滑雪场的面积足有三个足球场之大。孩子们可以报名参加课程，或在

冰雪公园（Snow Park）中嬉戏玩耍。当然，别忘了与滑雪场的居民——企鹅打声招呼哦。在零下的严寒中冲击雪坡后，

您可以回到相邻的阿联酋购物中心，畅享购物和美食。

每年春节期间的气温正适合纵享缤纷的海滩乐趣，迪拜拥有大量海滩，任您随心选择。戴上墨镜，前往 JBR 海滩，

还可以在附近的 The Walk、海滩购物中心和长廊漫步。跃跃欲试想要挑战水上运动了？那么风筝海滩是您的不二选择，

您可以在那里尝试滑板、风筝冲浪等活动，同时还可以欣赏地标建筑帆船酒店（Burj Al Arab）的壮丽美景。



31

旅游   Travel

逛逛迪拜购物中心

漫步阿尔法迪 ( Al Fahidi) 老城区

如果没去我们的巨型商场，那么您的迪拜之旅就是不完整的。迪拜购物中心拥有迪拜溜冰场（Dubai Ice Rink）、世

嘉室内主题公园（Sega Republic）、迪拜水族馆（Dubai Aquarium）和 1200 家商铺。您可以轻轻松松在此度过一整天

的时间。日落时分，您还可信步前往近在咫尺的海滨长廊，在哈利法塔（Burj Khalifa） 前欣赏令人目眩神迷的迪拜喷泉

（Dubai Fountain）表演。

阿尔法迪老区是迪拜历史最悠久的贸易区之一，拥有传统的房屋、迷人的艺术和手工艺品店、精品博物馆和沿途鳞

次栉比的咖啡馆。从主区闲庭信步，即可抵达迪拜现存最古老的建筑——阿尔法迪城堡（Al Fahidi Fort）内的迪拜博物

馆（Dubai Museum），您可以在那里了解城市的历史，探寻迪拜作为小渔村和采珠港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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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型蹦床上欢乐蹦跳

迪拜湾水上行

您是否携孩子同游迪拜？那么迪拜蹦蹦跳（Bounce Dubai）绝对不容错过。

这一蹦床游乐场位于 Al Quoz 区中心，坐落在一间改建的仓库中，空间充裕，让

您畅享蹦跳乐趣。之后，您还可以前往 Lime Tree 和 Tom & Serg 等咖啡馆，休息

小憩，重焕活力。

跳上一艘水上出租 Abra 横贯迪拜湾，只需用低廉的价格，即可享受极致美景。您将

以一览无余的视角欣赏两岸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如果您还想购买一些纪念品，小船还能

将您从德伊勒（Deira）的露天市场带往布尔迪拜（Bur Dubai）的传统集市。

新年伊始 , 万象更新。在此小编也祝我们华文迪拜的读者新年快乐，在迪拜玩的开心、吃的开心，买的开心 ~ 无论你是常驻在迪拜

还是只是来旅游观光，都能细细感受这里的人文、建筑、生活······体验到迪拜这座新兴城市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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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N BATTUTA SHOPPING MALL 六国城千年博物馆  jzhifei  ▲

花间·美人  Jimmylau2008  ▼

    迪拜河的《蓝玛瑙少女》   阿拉伯橡皮筋儿 ▲

那些年，拍过的一些片子      嘟嘟小白   ▼

本版摄影作品均选自迪拜中华网 - 行摄天下，或网友投

稿。如果您也爱好摄影，有自己满意的原创摄影“大片”，

可以发帖至迪拜中华网 - 行摄天下或者投稿至 600001000@

qq.com（注明：“大片”投稿）。

我们将在每期的投稿或摄影贴中选出 4-6 张优秀作品免

费刊登在华文迪拜“大片”。

大片
Blockbuster

                网友摄影展

扫一扫 行摄天下

佛影禅踪      RCK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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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0971-04-3695261  050-1418616  050-1418520   
               050-1418692
传真：00971-4-3695351     P。O。BOX：77982
E-mai l：zaqaabc@gmai l。com
地址：国际城中国区C-06，S-08

迪拜中阿桥国际商旅竭诚为您提供中阿双边一站式综合商旅服务

中阿桥特色服务
    承办各大中小型中阿文化交流
活动，预定场馆，协调、接洽当地
对口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

  华侨证、各类公证认证、国际驾
照等、保证全阿联酋最低价

各类资深专业翻译
中英阿资深翻译
英汉翻译     英阿翻译     展会翻译    
法律翻译    同声传译
政府部门资料翻译、工程项目翻译、合同证件
翻译、展会展览翻译、会议翻译、同声传译等。

    中阿桥国际商旅郑重承诺为在阿经济
困难的华人半价翻译

签证：各类迪拜签证、科威特、卡塔尔、伊拉克、土耳其、沙特
等阿拉伯国家签证及外国人赴华签证（5人以上团队价）

机型：清舱机票免费预订，阿联酋—中国1500AED起，阿联酋  
 中国   阿联酋2000AED起，欢迎抢购。

旅游：冲沙、夜海游船、哈利法塔、法拉利公园、迪拜酋长文化
交流中心、深海垂钓、阿布扎比大清真寺、沙迦伊斯兰博物馆、
帆船酒店预订、直升机观光、豪车自驾游等帆船酒店预订、直升机观光、豪车自驾游等低价促销中……

酒店：2—8*酒店特价预订、帆船、喜来登、鲁塔娜等优惠多多，
数量有限，预订从速 .

中阿桥国际商旅
中阿桥——立足迪拜  服务中阿

阿拉伯语游学
1、两个月速成阿拉伯语
2、教师/阿拉伯外教+华人阿语老师
3、成绩合格者予以颁发当地政府部门指定阿拉伯语培训证书
4、报名时间：随时报名
5、学费（全包）：1500AED/人
注：一期不会，二期免费学习。游学活动期间会组织学员参注：一期不会，二期免费学习。游学活动期间会组织学员参
     加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文化中心对话交流活动。



35

旅游   Travel

课程类别
Training 
Section

培训课程
Training Course

课程类别
Training 
Section

培训课程
Training Course

汉语篇
Mandarin 
Section

Art 
Section

Mathematic 
Section

Englis h 
Section

P.E . 
Section

培训班制
(人 )

C las s  Size 
(Persons )

培训课时
(课时 )

Clas s  Hours  
(C .H .)

培训班制
(人 )

C las s  Size 
(Persons )

培训课时
(课时)

Clas s  Hours  
(C .H .)

艺术篇

数学篇

英文篇 体育篇

快乐拼音 小小主持人

趣味识字

钢  琴

国学经典

小学语文同步

我爱说汉语 茶艺

小学数学同步

幼儿绘画

幼儿舞蹈(拉丁)

九珠心算 幼儿舞蹈(爵士)

我爱说英语

少儿乒乓球

英语强化

跆拳道

Happy Pinyin Little Presenter

Fun Chinese Characters

Piano 

Chinese Classics 

Synchro Primary Chinese

I Love Mandarin Tea Art

Synchro Primary Math

Kid Painting

Kid Dancing(Latin)

Abacus Mental Calculation Kid Dancing(Jazz)

I Love English

Child Pingpong

Intensive English 

Taekwondo

15-20 16 10-15 16

15-20 16 3 20Mins/P

15-20 16 1 16

15-20 16
小钟琴

15-20 16

1 16 1 16

15-20 16 15-20 16

1 16 1 16

15-20 16 15-20 16

1 16 6-8 16

15-20 16 6-8 16

15-20 16 6-8 16

15-20 16 1 16

1 16 15-20 16

Carillon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报名热线：

04 269 3636报名时间：全年招生  
      9:00 — 17:00 （周五13:00 — 17:00）
报名地点：Villa No. 7 & 8 & 9, 13 12 B Street,
      Abu hail,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DCS Little Kingdom Nursery

扫一扫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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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Training 
Section

培训课程
Training Course

课程类别
Training 
Section

培训课程
Training Course

汉语篇
Mandarin 
Section

Art 
Section

Mathematic 
Section

Englis h 
Section

P.E . 
Section

培训班制
(人 )

C las s  Size 
(Persons )

培训课时
(课时 )

Clas s  Hours  
(C .H .)

培训班制
(人 )

C las s  Size 
(Persons )

培训课时
(课时)

Clas s  Hours  
(C .H .)

艺术篇

数学篇

英文篇 体育篇

快乐拼音 小小主持人

趣味识字

钢  琴

国学经典

小学语文同步

我爱说汉语 茶艺

小学数学同步

幼儿绘画

幼儿舞蹈(拉丁)

九珠心算 幼儿舞蹈(爵士)

我爱说英语

少儿乒乓球

英语强化

跆拳道

Happy Pinyin Little Presenter

Fun Chinese Characters

Piano 

Chinese Classics 

Synchro Primary Chinese

I Love Mandarin Tea Art

Synchro Primary Math

Kid Painting

Kid Dancing(Latin)

Abacus Mental Calculation Kid Dancing(Jazz)

I Love English

Child Pingpong

Intensive English 

Taekwondo

15-20 16 10-15 16

15-20 16 3 20Mins/P

15-20 16 1 16

15-20 16
小钟琴

15-20 16

1 16 1 16

15-20 16 15-20 16

1 16 1 16

15-20 16 15-20 16

1 16 6-8 16

15-20 16 6-8 16

15-20 16 6-8 16

15-20 16 1 16

1 16 15-20 16

Carillon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报名热线：

04 269 3636报名时间：全年招生  
      9:00 — 17:00 （周五13:00 — 17:00）
报名地点：Villa No. 7 & 8 & 9, 13 12 B Street,
      Abu hail,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DCS Little Kingdom Nursery

扫一扫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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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1、18 日

“广厦杯”迪拜华人篮球公开赛

第        场 花絮6、7 来源：迪拜中华网

2015 年 12 月 11 日“ 广 厦 杯 ” 迪 拜 华 人

篮球公开赛第六场在迪拜谢赫扎伊德路旁的

Gems welling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篮

球馆里举行，首先要感谢所有为本场活动助

力的冠名商赞助商及参赛队员，因为您们的

支持和加入才会让一年一届大型迪拜华人篮

球赛事得以越发精彩。还要感谢迪拜中华网

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后勤志愿者们，感谢您们

的努力付出！

第六场成绩出炉，经过前面 5 场小组赛

之后，接下来的比赛越发扣人心弦，更加的

精彩，每场活动都亮点重重，现场我们还发

送了华为公司为本期篮球赛事提供的蓝牙耳

机、蓝牙音箱及荣耀的耳机，只要你每场观

看到最后就有可能得到由华为提供的小礼品

哦。另我们还在迪拜中华网拍卖场推出论坛

金币拍买活动，请查阅论坛拍卖场活动。

先 从 本 场 的 第 一 小 组 开 始， 出 场 PK 的

是 Ecosoft 和 BestChina 队， 两 队 前 两 节 比

赛 中 拉 开 了 15 分 的 差 距，Ecosoft 领 先，

BestChina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

后面两节追平，但是输在前面两小节的比分

下，最终以 37 比 53 败北。

第 二 小 组 赛 是 豪 大 大 队 PK 华 人 幼 儿 园

队，本轮比赛关注度非常之高，豪大大队有

着以团队配合及组织紧密的风格，而华人幼

儿园队两大中锋身高差及几位 3 分得分投手

配合风格毫无破绽，两队一开始亮点颇多，

本轮华人幼儿园每个人发挥出潜能，两中锋

在场上举手投足中就完成几次盖帽，导致豪

大大队士气受挫，得分球失误过多，突然没

了得分点和打进篮筐的球员，大家都在挡到

外 围， 以 至 于 每 节 命 中 率 几 乎 只 有 百 分 之

20-30。 最 后 华 人 幼 儿 园 以 51 比 29 大 比 分

赢得豪大大队。

第三小组出场的是四海一家队 PK 领馆中

华网联队，本小组赛反倒成了第六场篮球比

赛的最亮的，领馆中华网联队因特殊原因，

只有 5 人到场，在人数少，疲劳战术下居然

打出了 43 比 49 不可思议的比分，知道跟四

海一家队比拼实力悬殊太大，我们领馆中华

网队抱着打出风格发挥潜力，体现篮球竞技

精神，只求全力以赴竭尽所能打好每一场比

赛，虽败犹荣，也感谢四海一家队多了一些

失误让我们有机会打出自己风格。

第 四 场 比 赛 是 天 捷 物 流 队 PK 运 河 旅 游

队，天捷物流这次全队人员齐全，而运河旅

游队也球员到处 6 人，第一节运河旅游队还

以 8 比 7 领先一分，第二节天捷物流改变风格，

加强快攻及防守。直接打乱运河物流队阵脚，

第二节天捷物流拿走 15 分，而运河旅游直接

被击奔溃了，居然一小节没进一分。后面两

节赶超已经来不及了，最终 49 比 31 天捷物

流队赢得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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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8 日“ 广 厦 杯 ” 迪 拜 华 人

篮球公开赛第七场在迪拜谢赫扎伊德路旁的

Gems welling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篮

球馆里举行，首先还是要感谢所有为本场活

动助力的冠名商赞助商及参赛队员，因为您

们的支持和加入才会让一年一届大型迪拜华

人篮球赛事得以越发精彩。还要感谢迪拜中

华网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后勤志愿者们，感谢

您们的努力付出！

经过两个来月的小组循环赛，第七场成

绩出炉，小组循环赛前四名小组球队也尘埃

落定，先说说本场活动的成绩吧，现场感谢

华为公司提供的礼品，我们也在迪拜中华网

拍卖场里面提供竞拍活动，也为了更好的活

跃比赛气氛。

先从第七场小组赛的第一出场球队开始

点评，出场的是 Ecosoft 队 PK 豪大大队，比

赛开始豪大大队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第一小

节 8 比 5 领先，一直很看好豪大大队，之前

严密的组织配合受到很多球迷的好评，但是

从第二节开始球队有些配合没能发挥出来，

在第二节被 Ecosoft 追平，第三第四节在小

差距比分下没能追上来很是可惜，最终豪大

大对以 35 比 40 败北。

第二场是 BestChina 队跟华人幼儿园队

对抗，这场比赛真是打的精彩万分，两队你

追我赶，BestChina 以 11 比 7 第一小节领先，

刚从国内度假回来的 14 号勇猛无比，一场比

赛得分高达 31 分，但是最终华人幼儿园队长

期配合的优势还是以 50 比 45 赢得比赛。

第三场是天捷物流队 PK 四海一家队，比

赛胜负如我所料，四海一家队快攻配合是所

有华人球队中最默契，基本拿到球就知道要

给谁，谁怎样跑位都不需要眼神交流都能到

位接球投球，确实做到一气呵成，无论天捷

物流队怎样 加大力度防守，还是以 31 比 47

败北。

第 四 场 是 领 馆 中 华 网 联 队 PK 运 河 旅 游

队，领馆中华网联队加上震中正好出场 6 人，

运河旅游队却碰到人手只有 5 人的尴尬，因

为我们两队都是进不了 4 强的球队，我们领

馆中华网联队 1 是为了发挥球队竞技精神，

2 是顺水人情，大家打出气势拿出技术打的

精彩就好，所以最后 6 比 7 人的情况下来一

个全身心投入赛，反而是最精彩的，震中也

是够拼的，丢了几个球，跑的腿发软，但是

不拿到分就不下场的精神还是鼓舞了大家，

最终拿到球为球队赢得了宝贵的分，但是主

要还是我们领馆中华网联队的主力打的好，

大宝、muzhongdi、小刘、阿三、小赵等感

谢大家的配合，最终领馆中华网联队以 32 比

29 赢得本场比赛。

感谢冠名商：

感谢赞助商：

感谢媒体支持：迪拜中华网   华文迪拜    绿洲报                
                         华人资讯      华人时报    你好报                                  
                        ChinaMart     闽商周刊 
   
感谢紧急医疗支持：上海医疗诊所中心

扫一扫 查看更多

活动在每周五，每天 10 点开始至下午 3 点结束，

从 10 点开始每一场球 1 个小时，1 点开始准备进入第四

场比赛，请比赛团队提早入场，以便有更多时间做好充

分热身准备，便于身体的舒展，更有利于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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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房产管理局编号 # 303 公司地址：世界最高楼Boulevard Plaza 一号楼1601 facebook.com/aquaproperties

这是一幢由酒 店套房和精装修（带家具）的酒店

式公寓组成的G+59层高楼（包括顶楼楼王）

酒店套房面积约为500尺；一房/两房/四房 精装修

带家具的酒店式公寓带私人水流按摩浴缸

泳池和私人露台花园

天空套房包括200个以上高档泳池，健身房，

看球赛的酒吧, SPA水疗，餐厅，景观花园等

除此之外，我们提供很好的付款计划，预计交工日

子2017年第一季度

酒店套房  547尺102万   一房一厅 1671尺 230万   两房一厅  2698尺 397万

天空套房 - 卓美拉村

总承建商—中国建筑

总设计— Atkins 阿德金斯 （帆船酒店设计方）

室内设计— Nao Taniyama Associates  东京

景观设计—TOPO工作室

付款方式   首付 20%     2016年1月31日20%    交工 60%

蒋一峰：0566967268

Viceroy 总督酒店是国际五星顶级连锁酒店品牌，在美国迈阿
密，比弗利山庄，纽约，旧金山等7个地方，阿布扎布YAS 岛，
迪拜棕榈岛，墨西哥，西印度群岛及加勒比海4个地区均有超五
星级酒店。酒店客房由酒店统一管理经营，坐享高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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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5 日

“广厦杯”迪拜华人篮球公开赛

前    强比赛 花絮4 来源：迪拜中华网

2015 年 12 月 25 日“广厦杯”迪拜华人篮球公开赛前四强比赛在迪

拜谢赫扎伊德路旁的 Gems welling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篮球馆

里举行，首先还是要感谢所有为本场活动助力的冠名商赞助商及参赛

队员，因为您们的支持和加入才会让一年一届大型迪拜华人篮球赛事

得以越发精彩。还要感谢迪拜中华网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后勤志愿者们，

感谢您们的努力付出！

经过两个来月的小组循环赛，终于 2015 迪拜华人篮球公开赛前

四强成绩出炉，先说说本场活动的成绩吧，现场感谢华为公司提供的

礼品，我们也在迪拜中华网拍卖场里面提供竞拍活动，也为了更好的

活跃比赛气氛。

第一场比赛是四海一家队 PK 天捷物流队

天捷物流队是一种强队，怎奈四海一家球队综合技术过硬，天捷

物流队讨不到好处，还是被四海一家的快攻找到破绽打开缺口，第一

小节 14 比 6 大比分丢失，第二小节在战术上运用还是不如四海一家灵

活多变，第二小节比分是 2 比 15，也是失误太多，导致这两小节比分

拉开太大距离，等到第三、四小姐采用盯人战术，第三节 15 比 17、

第四节 17 比 17 有点越战越勇，但为时已晚，最后总比分是 40 比 63

负于四海一家队。四海一家对进入冠亚军比拼。天捷物流则进入前 3、

4 名的比拼。

第二场是 Ecosoft 队 PK 华人幼儿园队

Ecosoft 队在小组赛上赢得过华人幼儿园队，这两只球队胜负难

料，但是本次华人幼儿园队俩中锋给力还给球友赢得很多 3 分远投的

机会，两队旗鼓相当，但是 Ecosoft 队还是小比分被拉开距离，错失

进入冠亚军对抗赛，最后以 35 比 44 负于华人幼儿园队进入前 3、4

名赛队。

感谢冠名商：

感谢赞助商：

感谢媒体支持：迪拜中华网   华文迪拜    绿洲报                
                         华人资讯      华人时报    你好报                                  
                        ChinaMart     闽商周刊 
   
感谢紧急医疗支持：上海医疗诊所中心

扫一扫 查看更多

为了提高“广厦杯”迪拜华人篮球赛观
赏度，组办方将在更大的球场举行最后前
四强排名赛，比赛时间将提前一个礼拜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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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2016 年 1 月 15 日 下午 2：50 集合  

【活动地点】： 迪拜地球村

【集合地点】： 迪拜 24 超市后面集。

【交通方式】： 大巴 

【个人装备】： 舒适的鞋子

【缴费标准】：网站报名 45 迪拉姆，如果是私下报名费用 60 迪拉姆，谢谢支持组织方工作！

（请网上报名）（含车费，门票自理）

【报名方式】： 点击帖子内：我要参加

【活动电话】： 电话：04 2281239 （请仔细查看本帖，不明白请回复帖子，电话只作为应

急答复不做咨询） 

【特别申明】： 特别通知，以 ID 报名为准，一个论坛用户名只能报一个，为了活动更好的

气氛和便于交流，最好注册是用中文小名，便于称呼！

每周活动均由迪拜中华网领队并做活动指导。从迪拜中华网开创至今，5 年的时间里，迪拜中华网组织迪拜华
人在阿联酋参与的活动大大小小超过 300 场，并且还有远赴埃及、约旦、莫斯科等的境外游活动，拥有非常丰富
的活动经验；可以让你了解到每一个游玩地真正的精华，享受每一次活动应有的快乐，感受不一样的阿联酋生活。

迪拜地球村旅游报名贴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扫二维码

2016 迪拜购物节 
1 月是迪拜一年中最热闹的月份之一，

因 为 盛 大 的 迪 拜 购 物 节（Dubai Shopping 

Festival）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迪拜购物节是

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购物盛会，每年，迪拜

的购物中心、市集都会参与到活动中，不但商

品大打折扣，还有一系列的抽奖活动奉上，给

予游客很多惊喜。此外，在购物节期间，迪拜

的许多休闲娱乐场所还会举办多场文化娱乐演

出以及焰火表演，为购物节助兴。

时间：2016 年 1 月 1 日—2 月 1 日

官 网：www.visitdubai.com/en/discover/

festivals/dubai-shopping-festival 

2016 年韩泰 24H 赛车竞技

这是一场对赛车手时间和耐力的挑战

赛，2006 年， 第 一 场 比 赛 在 迪 拜 汽 车 城

Autodrome 举行，此后，迪拜每年都举行这

一比赛，今年为第 11 届比赛。届时，各式各

样的“tin top”旅行车，燃气轮车和 24H- 系列

车（例如 silhouette 赛车）将亮相赛场，从“小

钢炮”到正版 GT3 机械车和专用赛车。

日期：2016.01.04—2016.01.16

门票：免费入场

地点：Dubai Autodrome, Motor City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Road

红毯和艺术绿洲 2016
地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念品

时间：2015 年 12 月 20 日—2016 年 1 月

15 日   10am-10pm

地点：Dubai World Trade Center   

          Hall 2

门票 : 免费

邮箱：uaenatdaydxb@dw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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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每期都由小编亲

身体验如意金卡加盟商的服

务后码字而成，供亲们用作

参考！

（本栏目由中国好手速

第一品牌“左手女朋友右手小

情人”独家冠名播出，如需插

播广告，敬请私信小编）

小编是个游戏咖，什么

游戏都玩，有人说迪拜娱乐

项目少，但是在我眼里，一

台电脑连上网，一只鼠标一键盘，这就是天

下啊 T T……这次体验，小编表示很是欣慰，

今天要去如意金卡的加盟商“迪拜城市桌球网

吧（ 原 RIMAL BILLIARD）”，BOSS 多 派 这

类任务嘛，一礼拜去个五六次也是可以的嘛。

有人说人生本就是一场游戏，只不过没

有 S/L， 但 为 什 么 我 觉 得 我 的 人 生 卡 在 某 个

存档了？每天都是读取了起床上班存档，然

后晚上一睡觉第二天又重新读取了一次……话

说回来这迪拜城市桌球网吧的装修倒的确看

着很舒服，不过么，我觉得门口加个美女迎

宾会不会更好？（啊？原来网吧不需要迎宾

啊……）

我 自 认 为 是 游 戏 界 的 高 手，DOTA2 和

LOL 在我眼里也就是俄罗斯方块档次的，别

问我为什么没进电竞圈，难道你没听说过高

手在民间，大隐隐于市吗（什么，王思聪要

搞电竞队？那又怎样 - - 我 BOSS 正准备给我

加 薪 呢， 诶 诶，BOSS， 你 去 哪 ……）？ 我 觉

得在迪拜这地方吧，最让我有亲切感的除了

中国女孩就是网吧了，中国女孩，呃，不，

网吧，这家迪拜城市桌球网

吧内部环境的确不错，没有

我担心的乌烟瘴气的问题，

电脑配置也很棒，不过可能

和 LOL 有点不兼容，你问我

为什么？如果兼容的话刚才

我怎么会不小心死了？一定

是电脑问题……没错。

曾经有一份爱情放在我

眼前，我没有好好珍惜，如

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

会 说：“ 老 板 再 充 10 块！”

窃以为啊，玩游戏尤其是网

游，就应该在网吧，在家里玩个游戏吧，嗨

了不能喊，恼了不能砸，所以网吧的键盘啊，

那必须要比较牢固，不知道迪

拜城市桌球网吧这里的键盘咋

样， 下 次 LOL 碰 到 小 学 生 的

时候我或许可以试试。

我感觉吧，这家网吧啥都

不错，就是隐私保护的不好，

你问我为什么（想歪的那几个

自觉私信小编，来个红包封封

口 ）？ 我 在 那 玩 LOL， 不 就

因为意外死了几次嘛，这隐私

保护的一点都不好，旁边几个家伙都

看见了！还在那笑，还有老外也在笑，

笑个毛毛呀，你知道什么叫意外吗？

纯属意外，恩，是这样的。你们别以

为 我 游 戏 玩 的 很 烂， 有 没 有 NBA2K

系列的同好？来来来，带上你的手柄，

让哥哥告诉你什么叫“未来是你的”。喂，

说你呢，那个大高个儿，别以为你个

儿高篮球我就玩不过你，咱上 NBA2K

场上试试，我在迪拜城市桌球网吧等

你 - -。

其实吧，人生真的就像一场游戏，

不过有些人不能 S/L，而某些人就卡在了某个

存档，一直回盘，比如小编我，有没有哪位

多金的老板解救我一下？方法我都百度好了，

给我银行账户充值巨额款项就可以了……

玩的有点困了，也该回去了，迪拜城市

桌球网吧是如意金卡的加盟商，又是 10% 的

优惠 get，这回我一定告诉老板，我没体验清

楚，什么时候再来一次！

金卡大赏【第二期】  —迪拜城市桌球网吧
迪拜中华网       文 / 萧绝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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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迪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迪拜

的奢华，想到的是迪拜的各种好处：数

不清的高楼，随处可见的世界之最，遍

地的黄金…然而，即使人们心中再完美

的迪拜也存在着不足，这里的不足不是

说迪拜不好，可能是习惯差异等方面的

原因，尤其是刚刚来到的迪拜的外国人，

需要用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座用黄金堆

砌的城市。

气候炎热

迪拜的炎热是显而易见且能够切身感受

到的。迪拜的夏季严热且持续时间长，从 4

月开始变热后，一直到 10 月才慢慢回落，最

热是在 7、8 月，温度可以到达 50 度以上。

毒辣的阳光甚至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你晒

伤。

虽然室内的空调可以避免承受这样的温

度和烈日，但这更有可能让你患上空调病。

炎热甚至使一些住宅楼的自来水都被烧的滚

烫，即使在夜晚，余热丝毫没有减退的意思，

依旧让你大汗淋漓。

宗教限制

宗教在迪拜这座城市举足轻重，即使迪

拜开放，有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宗教限制还

是无所不在，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与之抗

衡。

事实上，迪拜有足够的包容能够让任何

民族及宗教的人在迪拜安稳地生活，只要你

不是刻意为之，你基本不会也没有机会触犯

宗教。

迪拜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宗教限制最弱

的城市了。因此，宗教事实上对迪拜人没有

本质的影响，只是宗教让迪拜这座城市的管

理变得略微复杂。

无聊

很多迪拜人都在迪拜感到了孤独，“无聊”

几乎成了每个迪拜华人的口头禅。

导致无聊和孤独的原因有很多：

气候关系，户外活动少；

工作作息时间奇怪，空闲时间少，难以

安排时间交际；

公交系统不足够好，没车寸步难行；

生活节奏快，忙碌，人与人之间很难聚

到一起；

男女比例不协调，难以找对象，感情缺失；

身边华人少，自身英语不行无法沟通；

文化的差异，无法适应生活 ...

但是，“无聊”在很大程度上更基于主观因

素，迪拜是否有趣还要因人而异。

法规繁多

在签证制度上，签证保人制繁琐复杂且

不灵活。

保人制度保护国家，保护公民，甚至保

护公司，但对于无数打工者的保护则非常有

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换工作非常不灵活，

且消耗巨大，这也导致即使和公司有矛盾，

解决起来 也变得非常复杂。

签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国家管理，

但对迪拜人却是一种很大的束缚。同时阿拉

伯人办事效率不高，让初到迪拜的外国人很

难适应。再加上不断增加的罚款强度和广度，

不断增加的奇怪法规，都让很多迪拜人无所

适从。

住宿差

房租高昂导致的生活成本增高，是迪拜

人不愿意承担的。

由于租金高，衍生出了很多“大家”、

拼房这些现象。很多人挤在一个空间里，

生活环境自然不理想。在华人密集区 - 

娜莎广场和木须巴扎那边的房子大多老

化、设施破旧、卫生条件也不好，人们

群居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抱怨牢骚是

必然的。

赚的少

迪拜是一个收入差异极大的城市，影响

收入的因素很多，公司、职位、老板、甚至

是国籍。总的来说，中国人的平均薪资水平，

在迪拜这个多民族世界里算是偏低的。尤其

是那些为中国中小贸易公司工作，做着技术

含量低，可替代性高工作的打工者们。

但是，这种赚的少不是绝对的，只是与

心目中期望的薪水相比低了一些。可以说，

这个“赚的少”其实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心

态。

吃不好

首先，迪拜的多民族性，造就它饮食业

的多民族化，但由于主流群体是阿拉伯人和

印巴人，因此到处都是这些口味的餐厅，很

多华人吃不惯。

其次，迪拜虽然有为数不少的中餐厅，

但种类少，味道不具吸引力，价格偏高，让

很多华人望而却步。在迪拜想吃顿好的中餐，

只能花费更多的金钱。

（在迪拜，大多数华人都是自己烹饪食

物的，这是最划算、最不错的方式，但自己

做吃只是生活，而去饭店则是享受生活。）

迪拜，对迪拜华人来说有哪些不“好”？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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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这些美好的事情，你体验过几种？

迪拜，有太多美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见闻其美，或沉浸其中。

你有没有，见过蝴蝶？

在迪拜蝴蝶花园，蝴蝶们在恒温的温室

内自由飞舞。

你有没有，在朱美拉海滩让海浪抚过脚

趾头？

听说那是一次相隔 24 小时 48 分的相会。

你有没有，在迪拜 AL Mamzar park 的

海边，和爱人看过夕阳？

肩并肩手牵手，等太阳慢慢浸入海面。

你有没有，去过迪拜 mall 的水族馆？

30 米长的玻璃窗，围绕起一方人造的海

洋。

你有没有，羡慕过水獭？

它们连睡觉时都要手牵手，这样再大的

浪都不会被冲开。

你有没有，把手伸出过窗外？

迪拜郊外，路两旁黄沙覆盖，偶有几株

耐旱的沙漠植物，触感和味道，总有些许不同。

你有没有，接过阿拉伯师傅刚刚卷好的

shawama ？

街头小巷，阿拉伯的传统美食，好吃，

顶饿，价格实惠，心更贴实了

你有没有，试过浮潜？

阿联酋富吉拉，阳光在海底被映衬出不

一样的颜色，换个视角看世界，原来如此缤纷。

你有没有，试过海钓？

阿拉伯湾的鱼儿，上钩的时候，耐心与

敏捷完美交接。

  你有没有，在迪拜的某个公园的某块草

坪上与朋友们一起畅谈？

每次的开怀欢笑，都将会构成你们的温

暖回忆。

迪拜中华网       文 / 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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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和大众都倾心的好滋味......

带您走进品味与休闲的世界......

阿布扎比皇室谢赫 那赫杨家族的

公主购买过定制的生日蛋糕，

中央电视台做过采访和台湾联合

时报做过采访报道

台湾蛋糕

地址：国际城中国区F05-shop03, 迪拜全程派送
电话：0527381888
微信：hcl 0527381888

你有没有，在野外生起一堆篝火？

夜静的只剩下你，此刻的内在自寻，往往找

到了真实的自己。

你有没有，在清晨的沙漠中登上热气球，然

后起飞，

第一缕阳光，整个浩瀚的沙漠被点亮，发出

金色的光芒……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忽然发现？

站在迪拜哈利法塔的最顶端，世界如此之大，

而我们如此渺小。

你有没有，在迪拜的某条老街里面穿行过

阿拉伯风情的老街，每个人都在忙碌，拼

搏着努力着奋斗着，速食速读。

你有没有，在沙漠中行走？

头顶着烈日，脚步在沙漠中变的异常艰难，

走着走着，远方的山巅，就变成脚底的沙丘。

迪拜如此美好，生活的每分每秒都值得你用

心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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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迪拜，你变胖了吗？

来迪拜，你变胖了吗？

对与这个问题的答案，身边的很多朋友

都不得不先摸摸自己的肚子，然后无可奈何

的承认，确实胖了……

胖了的原因多种多样，虽然生活辣么艰

苦，可还是胖了，有天理吗？

晚餐吃太晚

有的人是因为来迪拜作息时间变了，原

本在国内 7—8 点开始的晚餐，晚餐之后还要

找点乐子，K 歌，朋友聚聚，玩玩。在迪拜到

10 点、11 点那是每天的事，辛苦劳作一天，

总要吃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晚餐吃太好、

吃太多，加之晚上活动量小，能量消耗低，

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大量合成脂肪，

日积月累，肥胖也就行成了。身边的几位男

性朋友就是这样胖成了……

吃的食物高热量

迪拜，虽然吃的没有国内的好，可是吃

的肉多，这里的蔬菜和肉的价格差不多，且

高热量低营养的快餐食品既方便又快捷，或

者路边的 shawama 也能凑合一顿，身上的小

肥肉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养成了。

锻炼少

迪拜的天气夏天那叫一个热，一年的一

半时间都是不能在户外呆的，所以自然运动

量就减少，整天呆在空调房里吹吹空调，业

余的活动也是逛逛商场，运动量也不大。每

次看见马路上的身材很好的肌肉男，在内心

痛 定 思 痛， 暗 下 决 心， 一 定

要 去 减 肥， 可 是 下 一 秒 就 抛

到脑后。

  身边胖子多，自己在这

边还算瘦的

变 胖 了 总 要 找 点 理 由，

反 正 这 边 的 人 都 胖， 也 没 觉

得 自 己 有 多 胖， 自 我 感 觉 良

好。 确 实， 据 今 年 由 苏 黎 世

国 际 生 活 公 布 的 调 查 显 示，

47.5 ％ 的 阿 联 酋 居 民 体 重 属

于超重。而另外 13％的人体重属于肥胖。普

遍的阿联酋居民都被认为超重。在阿联酋，

40％的 11 至 16 岁的青少年和 20％的 11 岁以

下的儿童都属于肥胖，而一个肥胖的孩子很

可能发展成肥胖的成年人。

好吧，这边的人都这么胖了，自己在他

们之中一点也不显胖，内心暗自比较之后还

窃喜 ! 可是当自己一旦站上电子称上的时候，

说什么都会是苍白的：

Chris   男

职位：生产经理

迪龄：2 年

来迪拜之前体重：137 斤；

目前体重：161 斤

Jison    男

职位：程序猿

迪龄：1 年

来迪拜之前体重：120 斤

目前体重：125 斤

Antony    男

职位：销售经理

迪龄：4 年

来迪拜之前体重：160 斤

目前体重：200 斤

Carol   女

职位：财务

迪龄：9 个月

来迪拜之前体重：101 斤

目前体重：112 斤

Elva     女

职位：奢侈品销售

迪龄：1 年 2 个月

来迪拜之前：110

目前体重：119 斤

Sam    男

刚 到 迪 拜 120 斤， 半 年 后 116 斤， 又 半

年后 128 斤。高效反弹！

Anas   男

5 年前来迪拜体重 140 斤，2015 年 8 月

份体重 168，健身 3 个多月现在 120 斤！

Catrina

体 重 直 线 上 升。 来 迪 拜 时 候 105 斤， 现

在 120 斤。

R

11 个月 44Kg → 50+kg 

想要参与讨论，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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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

某次带瑞士同事去吃海底捞，在

锅底上来之前此人已经就着芝麻酱蘸

料 吃 了 一 碗 白 米 饭 了 …… 所 有 菜 上 来

都要惊叹一番，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

可以一天三顿吃火锅。然后觉得吃火

锅的时候围的围裙超级可爱，要求购

买一个，所幸海底捞工作人员送了一

个。穿着围裙一路走回宾馆，我也是

醉了。

大所以

第一次带外国朋友吃火锅的时候，各种

菜、肉和锅底端上来之后，歪果仁特别天真

地问我，材料上齐了，那这顿饭谁做？我不

要脸地说，我做，大家向我投来了钦佩滴眼

神儿 ~~~

吃到最后叫了两碗白饭拿麻辣火锅汤底

浇到饭上吃火锅拌饭，并且表示我之前不带

他们来吃简直是不拿他们当朋友… 

冷明月

“嘶嘶嘶太辣了！！这不可能 这没法吃”

“啊啊啊啊太烫了 ”

“ 真的很美味啊太刺激了太疯狂了”

“真的太辣了嘶……再帮我放点肉，放这边

（辣的）”= =。。。。

  

姐姐拿着冻好的羊肉，到肉店找英国老

板娘去做成片。没有专门磨羊肉片的机器，

所以用的做培根的机器。听说要把羊肉弄成

片，老板娘很惊讶，问她这是要做什么菜，

解释了半天“什么是火锅”老板娘估计也没听懂。

后来又去了几次肉店，老板娘终于忍耐

不了心中的好奇，非要和姐姐回去看一看究

竟什么是火锅。

据说姐姐把老板娘带回家尝了一次中国

火锅（其实就是清水涮肉加蘸料），产生了

神奇的效果。从此每隔几天，老板娘都会自

觉带着切好的羊肉片准时出现在姐姐家楼下，

满面笑容的等着吃火锅。

【接下来的几年，姐姐再也没花钱买过

羊肉】

源子

我上法语班，放假时叫上班里几个朋友

和外教去吃饭，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本来

说 好 去 吃 牛 排， 但 是 太 远 了， 我 们 就 找 了

近一点的火锅店吃，重庆火锅！！！坐标山

东！！！！ 不 正 宗！ 真 的 不 正 宗， 所 以 知 友

们 别 再 评 论 里 面 吐 槽 了 好 吗！ 但 是 超 级 好

吃！

然而你能想到两个法国人一边流鼻涕一

边大块朵颐吗？放酱料的时候他们很好奇，

还亲自尝了七八种的调料，而且都是大口……

并且没有不良反应，然而我已经震惊了 ( 自行

脑补喝酱油与辣椒油的混合物 ) ！

说到内脏，他们确实是不爱吃，然而他

们爱吃肉～整整吃了十二盘羊肉，还有数不

清的青菜……他们还好奇的点了板蓝根叶，藏

红花…并且觉得是人间美味…边吃边说我爱上

了中国…

UnilovesUnico

大约前年我有一个瑞士交换生室友，男，

年 龄 27， 心 理 年 龄 17， 简 称 M。M 平 素 最

爱的食物就是 bagel 配各种酱。但凡我开灶，

M 必定每隔几分钟来厨房转一圈，各种溢美

之辞连绵不断。本人比较喜欢交朋友来家里

玩，提前也会打招呼 ，也会喊着室友一起。

一天我买了两包小肥羊的底料，准备在家做

火锅。我把底料下锅的一瞬间 M 就崩溃了：

“啥玩意这么香”“这是啥”“咋做的”“我能吃吗”“太

香了”.... 之后这顿饭 M 就守着锅边没离开过。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收拾残局，却怎么也

找不到煮火锅的锅了！翻遍的整个厨房客厅

储藏间还是没有！然后我敲开了 M 的门 ，发

现锅就在他的床头柜上。他的解释是火锅太

好吃了，他想闻着香味入睡，我整个人都愣了，

心想这哥们太给面儿了。但锅还是要刷的，M

一脸心痛的说等一下，只见他从冰箱里拿出

还剩小一半儿的 Arizona tea，倒了，然后把

剩下的、在他床头放了一夜的火锅汤倒进去

并放在冰箱里储存起来了。其后的一二三四

天他不断的跑到厨房拿出此瓶畅饮几口，我

多次劝阻皆无功而返。终于第五天的时候，

M 一脸失望的告诉我汤坏了不能喝了，但他

对火锅的爱却一直持续了下去。

斑鸠

当时考虑到几个不怎么吃辣的同学，就

整了鸳鸯锅，一边麻辣一边清汤 ( 枸杞鸡汤

底 )。澳洲小哥一开始只捞清汤这边的，还说

麻辣那边看着就恐怖。后来他妹子错捞了一

块麻辣底的羊肉给他，他就换边了，虽然要

就着冰可乐吃。

我们一群吃货吃了大概三个小时，最后

都吃不动了。毕竟多是妹子，食材还是备多了。

小哥可开心，拉了个椅子坐下，一个人把剩

下的羊肉牛肉豆腐土豆藕片都吃了，还在他

妹子的温馨提醒下，用锅底那点汤煮了乌冬 ,

看得我们都要吐了…

范蚂蚁

基友四川人，他前女友是个意大利人，

偶然间吃到了他做的火锅，惊为天人，卧槽，

世界上还有这种吃法，那个冬天过几天去他

那里蹭火锅吃。 从吃一口喝一口水最后喝饱

了，到不喝水照样吃。 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

了，成为寝室的传奇，然而楼主对歪果仁没

兴致，小巧玲珑的妹子才是本命【跑题了】 

然后是夏天，基友实在热的懒得炒料了，妹

子吃不到，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基友说，

她原来是为了吃火锅才和我在一起，原来不

是我长得帅，到现在都没找新女朋友。

带外国朋友去吃火锅之后的各种奇葩效果
内容摘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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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頔：“我写过一首歌，叫《南山南》，

常有人听完后说它太悲伤，接着问起，这首

歌里是不是有一个故事。我说，你听到这首

歌的时候，它就已经和我无关了，你掉的眼泪，

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独自在海上飘飘

摇摇，当你看厌了沿途的风景，你一定会遇

到它，并在它南面的海岸上短暂停靠，有一

瞬间，你自以为是地认为会和它永远接

壤，却想不到还有一天，你会再次起航。

南山南就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回忆，

而事实上，不仅仅是爱情。

近日，各高校版“南山南”走红网络，

其中武大版更是半天点击过 10 万。思

来 想 去， 曾 经 我 也 有 过 这 样 那 样 的 故

事，“那时候，如果她说天空是绿色的，

我都会咒骂蓝色”，“人生有太多遗憾，我最遗

憾的就是没明明白白对她说一句我爱你”，“我

们大学相识，她不觉得我帅，我也不觉得她

有多漂亮，只是很多瞬间让我们开始相信彼

此就是对方的绝无仅有”，“我们在一起 13 年，

还是没能走到最后”，“他总是快我一步，我长

大那天，他就走了”……

 “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谷堆；南风喃，

北海北，北海有墓碑。”

关于我的“南山南”，也寥寥记在下面吧……

    

你在模糊的记忆里，朱唇轻启

我在刺骨的现实里，举棋不定

如果苍老之前来得及，我要抛弃你的回

忆

洒干了泪，忘不了一段情

我不再和谁提起那时的故事

只因心里早已痛彻心扉

我的眼里再容不下一个她

找一个只对别人说爱的傻瓜

 ……

你听过南山南，
但绝对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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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迪拜华人都是个好厨子，
回望那些烟熏火燎的岁月

不夸张的说，在迪拜直接关系到你自己

的生活质量的不是驾照和工资，而是 --------

你的厨艺。

有人说工资高，每天都去餐馆吃大餐，

可是餐厅里的饭是好吃，但是呢，里面的佐

料都很重，常吃的话，胃会受不了。除了少

数收入比较高的家庭和个体，大多数人都是

自己做饭的。

在迪拜做饭是仅次于工作的第二件“大事”。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菜鸟与黑暗料理

刚来迪拜的菜鸟，如果在国内厨艺就不

怎么高，或者是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厨艺

技能基本为零，来这边又必须自己做饭，那

还是真个小小的挑战。所以每天必修的除了

工作可能就是菜谱。问度娘，看视频教程或

者文字图片教程。一开始加多少份量的油盐

酱醋都不是很清楚。比如第一次倒了了很多

油，明明是炒青菜，最后成了炸青菜；或者

是想做个西红柿炒蛋，结果是纠结是先煮西

红柿还是先煎蛋；

别把本尊给伤到了

油烧热了，青菜该下锅了，看着滋滋啦

啦已经冒烟的油，心里真的是犯怵啊，于是

像投炸弹一样，把菜给抛进锅里，再迅速撤

到一边去，神经绷得紧紧地，盯着锅里，真

担心这锅子会炸掉。对于从来没有用电饭煲

煮过米饭的菜鸟来说，每次能不能吃到米饭

也是看心情啊。加水多了会变成粥，水少了

米饭硬得像珍珠。或者想吃个炒芹菜，芹菜

到底切多长才合适呢 ? 每次切芹菜都要比量

好了，像工匠做工那样子精细，一定要保证

切出来的芹菜都是一样的长，分毫不差。

  劫后余生的厨房，猪脚已去吃饭

做完饭的厨房，根被贼翻过了一样，大

盘子小盘子，蒸锅，炒锅，菜刀，铲子，散

落在厨房的各个角落，一看就是大战了一场，

人仰马翻，只有 PAD 还屹立在那里播放着菜

谱视频。饭做不好，真心坑得是自己啊。菜

鸟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食材，对于每种食材

的特质并不是特别理解，所以菜鸟一开始学

厨艺，目标就是咸淡合适，食物是熟得刚刚

好的，不是夹生的也不是糊糊的。

黑暗料理不是黑，是创意

菜鸟就是因为不是很懂得那些食材的搭

配规则，有时候就是想凭着自己的直觉自己

做点创意菜，所以偶尔还会创造点黑暗料理。

菜鸟们，你只要对身边有资深厨艺的又

对你不屑的人说，我做的不是饭，是创意。

跨领域做菜 --- 北方人做海鲜，南方人做

包子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各位做起自己

家乡的美食，还都是如雨得水，四川人做麻

婆豆腐，东北人做水饺，南方人做个海鲜，

西北人做个拉面，都是人间美味。大家长在

不同的地域，接触的食材也都不一样，从小

看着妈妈做，耳濡目染，天天接触这些食材，

天长日久和这些食材都有些心灵相同了：麻

婆豆腐怎么做更香辣，饺子皮怎么做更劲道，

拉面怎么做更加的美味，海鲜怎么做更加的

鲜嫩，蕴藏在这些是食材里的秘密只有和它

们经常接触的人才会了如指掌，不是看了几

次菜谱就能真的学会的。

哥们，这玩意长了好多条腿啊

不得不说跨领域做饭真的是个挑战

北方人看见鱼市场上卖的生鲜，感觉真

是犯难啊，八只脚的螃蟹，带着杆长枪的金

枪鱼，还有五颜六色的贝类，反正不是带壳

的就是长很多脚的，要不就是又大又长的，

有的鱼刺还特别多。不管是清蒸还是红烧，

做出来的海鲜都是一个味。

  

迪拜中华网         文 / 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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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包子吗？

南方人不知道想做包子是买低筋面粉还

是高筋面粉，是放酵母还是苏打，什么时候放，

放多少？蒸出来的包子最后可能是像石头一

样硬，没有发起来。

酸辣粉，烤红薯，煎饼，肉夹馍，八宝粥，

想吃的话自己回家进厨房里面倒腾。生活的

乐趣莫过于此吧。

   

一个特别会做饭的大厨男神或者女神，

在生活中通常都是优质偶像，肯定的啊，一

大堆人，等着你给做美味，提高生活质量呢。

我觉得一个好厨子，也是个非常优秀的

魔术师，他们可以把生的各种食材，生鲜和

肉变成一道道不仅给人带来快乐的美食，而

且不是用的戏法，是真的技能。

每一个做饭超好吃的男神，女神，你们

是 上 天 派 来 拯 救 我 们 这 些 不 会 做 饭 的 天 使

吗？

就这样，做着饭，做着饭，一年就过去了，

想想那些烟熏火燎的日子，不管是好的还是

不好的光景，都被我们走过去了。期待明年

厨艺再上一层楼。

阿联酋沙漠旅游
签证：办理 14 天过境签， 30 旅游签 350AED    特价三个月旅游签和访问签
一手办理土耳其签证   沙特签证     韩国签证  国际驾照   中国签证一手办理  

扫一扫  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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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掉的那些亏，
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福报给你

你吃掉的那些亏，一定会以另一种方

式福报给你，也许是才学、也许是技能、

也许是风度、也许是信誉、也许是人脉，

最起码也是一个经历。

1、多做一些，多学一些

办公室来了两个实习生，咚咚和萃萃。

咚咚性格活泼，跟办公室人相处得特

别融洽；萃萃性格文静，说话做事小心翼

翼。每隔一段时间，事情就会特别多，加点班，

互相帮忙做点都很正常。

别看咚咚大大咧咧，做起事情来动作快、

效率高，小姑娘很积极，做完自己的就帮其

他同事做；而萃萃就磨叽多了，分配到的任

务往往加班都做不完，更别说帮别人做了。

有一天萃萃悄悄在 QQ 上给咚咚说，你

傻呀，你做完也走不了，还得帮别人做，你

越能做就越让你做，又不多给你一分钱，凭

什么？

咚咚一愣，原来萃萃不是动作慢，是故

意拖，就为了不想多做事。两个月后，咚咚

转正了，三个月后，萃萃走人了。

在职场，总有一些人偷了懒，总有一些

人抢着干，偷懒的人总以为自己最聪明，殊

不知其实抢着干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多

做一些，就等于是多学一些东西，不停的学

习除了能让你很快胜任岗位，还能让你在众

多资质差不多的同事里脱颖而出。

有人反感加班，说起加班整个人都不好

了。回家能自觉学习的人可不多，你敢举手

说你能吗？在加班适量的情况下，何不把苦

逼的加班，当成自己的充电时间呢？反正左

右都是要加，调节好心情，既完成了工作，

又不会太难受。

曾经我做一份长期加班的工作，每次收

到加班餐就特别高兴，虽然只是牛奶、糕点

和水果，也能从中寻得乐趣。同事们也是这样，

囤加班餐也成了一种文化。你也可以这样备

上食物，让加班变得有趣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晋升的人，就把握住

培训和加班吧。

2、退一步，多一点幸福

毛毛是朋友圈里有名的好脾气，对他媳

妇希儿那是好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天上

的星星都可以摘下来的。

有一次希儿和毛毛吵架，希儿闹着脾气

冲在前面，毛毛跟在后面，一跟跟了三条街。

希儿走累了，往街边一坐，毛毛上去握着媳

妇的手就说，媳妇，我错了我悔过，天冷怕

把你凉着，咱们回家吧。

希儿一听老公又认错又疼惜自己，什么

气都消了，两个人手牵手回家了。毛毛的哥

们知道后不干了，说脾气那么大，就该扔到

大街上你转身就走，就你宠的她！

毛毛笑笑说，自己的媳妇，自己不宠还

谁宠？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要是谁也不服

软，对着干，不离婚才怪。哥们说，大街上

她一点面子都不给你，你就是个耙耳朵！

毛毛说，面子值几个钱？要是因为面子

把这个媳妇丢了，面子能赔我一个媳妇吗？

你看现在外面的竞争多强，找个老婆多不容

易，她就只是脾气大了点，又不是不讲道理

地闹，我一个男人，能让就让一下，不会

掉几块肉。

毛毛一点都不耙耳朵，毛毛是明白人。

再相爱的夫妻一生都会有 50 次以上想掐

死对方的冲动，他知道吵架斗嘴都难免，

两个人在一起就必须要有人妥协，希儿性

格只是倔强了点，平日也是懂事的女孩，

吵架的时候他退让一点点，就能避免一次

世界大战，就能牵着媳妇小手回家，就能

享得一份互相依靠的幸福，何乐而不为？

试着想一想，当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

彼此都愿意吃点亏，愿意退让一点点，互相

说个对不起，是不是就可以息事宁人了？

可见，学会互相退让，是爱情幸福持久

的秘诀。

3、吃过的亏，教会我们的事

一心只想占便宜的人，必定不是一个受

欢迎的人；我们更愿意相处的是那些吃得亏，

并在吃亏里成长的的人。他们包容心强，他

们会换位思考，他们不争强好胜，他们尽量

减低我们的损失，他们总是让我们如沐春风

般舒适。

当然，付出一分就想得到一分，这是人

之常情，这叫“社会交换理论”。但不管是为人

处事，还是生活里，总有那么些亏，是我们

一定会遇到的，并且吃了比不吃好的。

心痛着斤斤计较半天，也于事无补，不

如从另一个角度想想，上帝关了一扇门，一

定会给你打开另一扇门，这个道理都知道，

那么你吃掉的那些亏，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

福报给你，也许是才学、也许是技能、也许

是风度、也许是信誉、也许是人脉，最起码

也是一个经历，总之，这些都将成为你积累

的财富。

那些让我们成长的亏，吃点也无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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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品质生活
游艇租赁 深海钓鱼 出海观光

启航热线：055-8816887

--DARES TO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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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餐饮百强     中国绿色餐饮企业     中国名火锅

第八分店（迪拜Barsha店）
即将开业  敬请关注
咨询电话：050-4606578

第九分店（阿布扎比SALAM店）
地址：阿布扎比市政厅正门，
KM超市斜对面 
咨询电话：050-4606578

订餐电话：02-6262090
地址：Opposite The Holiday Hotel and Ibrahim 
Resttaurant at Electra Road Abu Dhabi 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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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宴会、喜庆宴会、旅游团餐、商会聚会、公司订餐

西
湖
春
天

隆
重
推
出
新
品
菜
肴

更
多
美
味
尽
在
西
湖
春
天

欢
饮
新
老
顾
客
前
来
品
尝

西湖春天分店招聘：服务员/收银员数名
                              炒菜厨师，切配，打荷，凉菜厨师数名
有意者请联系：罗女士   056-3419198

地址：salahuddin street 、reef mall斜对面

                    电话：042712000

传承经典文化  演绎食尚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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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迪拜光明正大的喝酒，
迪拜“酒照”申请指南

喝酒还要执照！又不是卖酒！事实是，

在别人地盘混还是得听人家的。

除了沙迦，其他的酋长国都会出售酒精

给当地居民和观光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

公共场合把酒言欢，是对当地宗教的不尊重。

在没有“酒照”的餐厅里面和朋友举杯对月，开

怀畅饮，都是违法的。再比如违法运输贩卖

大批酒精，不小心被逮着了，那就会面临严

厉的处罚。

如果你是生活在迪拜的非穆斯林，想光

明正大的去商店买酒或者在家里存点酒，等

郁闷了或者高兴了，拿出来小酌一下，那你

必须得申请个执照才行。申请下的执照也不

是一劳永逸的，跟公司的营业执照一样，有

效期到了需要重新申请————Renew。申

请和更新都是要产生费用的。

言 归 正 传 ， 怎 么 申 请， 怎 么 renew 呢 

？

申请资格：

1 非穆斯林，年龄 21 周岁以上（为啥是

非穆斯林呢？因为《古兰经》规定，穆斯林

不能喝酒）

2  工 资 每 个 月 超

过 3000AED（ 混 得

差 点 的， 获 得 理 论 上

合 法 喝 酒 的 资 格 都 没

有）

3 持有迪拜签证，

如 果 是 其 他 酋 长 国 的

长 签 或 者 是 自 由 区 的

长 签， 需 要 在 给 你 发

长 签 的 酋 长 国 下 属 的

警 察 局 拿 到 一 个 不 反

对 函。 要 是 你 的 长 签

是 阿 布 扎 比 的， 那 么

你 得 去 旅 游 局 要 不 反

对函。

4 如果是给自己干活的老板，需要出具

营业执照。

申请材料： 

1 在合法的大型卖酒的商店（在各大购物

中心可以找到 比如 MMI 和 A&E）里面可以

领取到表格 

2 表格填好后，需要公司的公章和领导

签字

3 护照有效长签的复印件 ( 本人和配偶

的，这是指成家的男性，至于单身汪，不论

男女，只需提交护照有效长签的复印件，有

配偶的女性需要拿到老公的不反对函）

4 合同复印件

5 房屋租赁合同。如果是租房合同不是

你签的，那么你需要拿到签租房合同的朋友

的不反对函和他的护照复印件以及他的长签

复本。

6 护照复印件（本人和配偶的）

7 工本手续费 160 块

8 持有自由区长签的申请人需要提交一

张工资证明

商店会把你的申请表递交到警察局，申

请周期一般是 2-3 周 ，“酒照”有效期是一年。

之 后，MMI 或 者 A&E（ 大 型 卖 酒 连 锁 店） 

会发邮件或者发短信提醒你该更新执照了，

等你的“酒照”更新完了，就会再电话提醒你，

更新费用是 100 迪拉姆。话说费用真的有点

贵，那么个小玩意，更新一次 100 块 ,( 全酋

通 打 折 卡 如 意 金 卡 才 100 块）MMI 和 A&E

收取的费用各有不同，具体情况可以咨询一

下这两家店。

再罗嗦一下喝酒的事：

在 阿 联 酋， 购 买， 运 输， 贩 卖， 储 存，

和消费酒精都是违法的。也是对当地宗教的

不尊重。

喝了酒，再上路飙车，是犯重罪，政府

部门采取零容忍，严罚无赦，。（我想诗仙

李白如果生活在阿联酋会不会憋疯）。

斋月期间，日落以前不能喝酒。

作为酒文化熏出来的天民族，我们喜欢

无酒不成席的文化是骨子里的，所以大家的

喝酒的时候还是小心一些，在尽兴喝酒的前

提下，尊重当地的宗教和风俗，且喝且珍惜，

这里不比国内。

喝了酒不要开车上路，珍惜健康和生命。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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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披露，中国与阿联酋双方将承认对方

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中国小型汽车 (C1)、小型自

动挡汽车 (C2) 驾驶证与阿联酋轻型汽车驾驶证

可免试互认换领。阿联酋是驾考改革推出后与我

国实现驾驶证互认换领的第一个国家。

  

中国驾驶证在阿联酋可直接驾车

对于中国公民，在阿联酋境内长期居留、取

得居留签证的，可以持中国驾驶证免试换领阿联

酋驾驶证；短期停留的，可在签证有效期内，持

中国驾驶证在阿联酋境内直接驾车，无需换证。

对于阿联酋公民，在中国境内长期居留、取

得居留证件的，可持阿联酋驾驶证免试换领中国

驾驶证；短期停留的，可以免试换领与签证有效

期一致的临时驾驶许可。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

驾驶证，应符合所在国有关驾驶许可的身体、年

龄等条件。该项互惠政策仅适用于双方本国公民，

非阿联酋公民持阿联酋驾驶证，非中国公民持中

国驾驶证，不适用互认换领规定。也就是说，中

国公民持阿联酋驾驶证是不能免试换领中国驾驶

证的。双方一致同意，该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

三个月后生效。

以后出境驾车将更加便利

推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驾驶证互认换领，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

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

的一项重点改革措施。阿

联酋是驾考改革推出后与

我国实现驾驶证互认换领

的第一个国家。

据 了 解， 此 前 我 国

已经实现与比利时驾驶证

互认换领。可以预见，未

来随着我国驾驶证互认换

领范围的逐步扩大，驾驶

证国际认知认可度不断提

高，我国公民出境驾车将

会更加便利。

中国驾照全球使用指南

美国：大部分州可以使用中国驾照

美国西部大部分州承认中国驾照。但美国中、

东部部分州规定驾驶者必须提供驾照和驾照的公

证件。每个州规定的驾照可使用时间也不一样。

英国：中国内地驾照可以使用一年

中国内地驾照在英国可以使用一年，中国香

港地区的驾照可以在英国自由使用。

日本：中国驾照不能直接使用

中国驾照在日本不能直接使用，日本只承认

国际驾照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驾照。中国人想考

取日本驾照必须持有长期在留签证。

加拿大：中国驾照有效期 6 个月

加拿大各省根据《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的

规定，对中国驾照采取同大多数外国驾照同等的

规则，即中国游客可持中国有效驾照在省内开车

6 个月。

法国：中国驾照被承认一年

外国驾照在法国是有效的，期限直到获得常

规居留权为止。在居留官方中止和重返法国失掉

新居留证的情况下：外国驾照被承认一年。外国

驾照必须在有效期内。

德国：中国驾照有效期为 6 个月

中国司机要在德国开车，必须携带驾照以及

一份在德国经法院指定的翻译件或者德国驻华使

馆认证过的德语驾照文件，不过有效期为 6 个月。

如果居留许可超过 12 个月，必须在德国驾校考

驾照。

新西兰：中国驾照可合法使用一年

在新西兰，持有中国驾照的游客或留学生只

要在新西兰交通局认证的翻译机构取得驾照翻译

件，就可以在每次进入新西兰后合法驾车一年。

瑞典：中国驾照一年内可以使用

中国驾照一年内可以使用，超过一年的，如

果不是永居，可以让公司给你申请许可，通常允

许证的时效相称于你的准证有效期。如果你拿到

永居的，在一年内必须重考瑞典驾照。

比利时：中比两国互认驾照

中国与比利时交通部有双边公约，互认两国

驾照。中国驾照只要经法定翻译机构翻译，再经

法院认证盖印，就可以到住地的比利时市政厅申

请转换本地驾照。

土耳其：中国驾照公证后可以使用

在土耳其，中国驾照经过翻译公证后可以在

土耳其租车自驾，驾驶证原件一定要同时出示。

如果旅途中不是一个人开，而是多人换着开，记

得要添加 additional driver，这个在国外是很严

的。

葡萄牙：中国驾照有效期 3 个月

中国驾照在葡萄牙可以使用，有效期 3 个月，

足以让你来一场美食探秘之旅。

你的驾照可在阿联酋用了！
中国驾照全球使用指南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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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中华网 APP 是由迪拜中华网自主开发

的手机客户端应用程序，此款迪拜中华网 APP

使迪拜华人互动走向手机端，沟通更方便。迪拜

中华 6 年多一直打造广而告之版块信息永久免费

发布，含迪拜招聘求职，房产信息，生活问知，

法律咨询及吃喝玩乐信息沟通，迪拜中华网理念 :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

迪拜中华网 APP：六大板块网罗迪拜资讯

“迪拜中华网”APP 是迪拜中华网根据网友阅

读习惯及阅读兴趣自主开发的手机客户端开发程

序，专注于为用户提供第一手各类迪拜资讯，分

为“迪拜新闻”、“房屋租赁”、“二手买卖”、“招聘求职”、

“迪拜问知”、“广而告之”六大板块。

“迪拜新闻”二十四小时为您实时更新迪拜最

全最新的热点新闻；“房屋租赁”为您实时推送最

新的迪拜房屋出售、出租、求购、求租信息；“二

手买卖”为您实时推送最新迪拜二手物品买卖信

息，变废为宝，节俭生活；“招聘求职”为您实时

推送最新的招聘求职信息，高端人才，海量职位；

“迪拜问知”是给迪拜华人提供一个可以发布问

题，大家帮着集思广益解决问题的便民版块，

一切答案，尽在其中；“广而告之”为迪拜商家、

私营业主及个人提供一个信息广告免费推广平

台，宣传自己，提升价值。

迪拜中华网 APP：三大固定栏目给你方便

“迪拜中华网”APP 有三大固定栏目，“华文迪

拜”、“如意金卡”、“迪拜黄页”，“华文迪拜”为迪

拜中华网今年重磅推出的半月刊的期刊杂志电子

版，可在线阅读；“如意金卡”集合阿联酋优质商

家联盟推出的“打折卡”，也就是集餐饮、美食、

服饰、健身、娱乐、生活、服务等各民生领域行

业商家于一身的全新型消费“VIP 打折卡”，里面

包含阿联酋优质商家折扣信息，给您畅快购物体

验！“迪拜黄页”迪拜商家分类导航，让您轻松找

到你想要的商家信息。

迪拜中华网 APP：线上线下互动活动精彩

纷呈

作为迪拜首款在应用宝商店上线的论坛

APP，除了为用户提供各类第一手的迪拜资讯外，

用户还可通过它的“消息”功能与其他网友在线上

交流互动，同时还可以报名参加由迪拜中华网组

织的刺激水上乐园、沙漠露营烤全羊、华人篮球

赛、撕名牌、抓螃蟹等等精彩纷呈的活动，与网

友线下相约。

下载“迪拜中华网”APP

扫一下二维码可下载，也可以点击下方链

接。

迪 拜 中 华 网 APP 苹 果 系 统 下 载：https://

appsto.re/cn/f67D-.i

迪拜中华网 APP 安卓系统下载：http://sina.

lt/e9Vg

（也可以在苹果 APP Store 里面搜索“迪拜

中华网”或在安卓系统应用宝里面搜索“迪拜中华网”，

即可下载 APP。）

　　

如果在使用论坛 App 时遇到任何问题或建

议，可在客户端“设置”中选择“意见反馈”反馈给我们，

或在本帖回复中写下您的建议，我们尊重每一条

反馈建议并会及时给您回复。

如果觉得论坛 App 还不错，别忘了去各大

应用市场给写个好评吧 ~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中华网 APP“到底是什么东东？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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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石斑鱼鱼头汤

在迪拜，几乎全世界各国的食物你都能在这

儿找到 . 除了传统的阿拉伯风味的餐饮，包括本

地的，还有世界上最好的伊朗、黎巴嫩、叙利亚、

埃及、摩洛哥等等国家地区的餐馆，欧洲各国以

及亚洲各国的特色食品这里也应有尽有。

法国、意大利、英国的大餐，美国的麦当劳、

肯德基快餐、披萨，中国的中餐、火锅，印度、

巴基斯坦的食物、泰国、韩国、日本等等，只要

你想吃，就能找到地这里虽然是穆斯林

国家，猪肉却一样能买到，只是不允许

公开在餐馆卖。

牛肉、羊肉以及海鲜是这儿的主要

食物，海鲜的品种繁多，各种各样的海

鱼应有尽有，虾蟹在这里随便哪都能买

到，龙虾、大蟹、石斑鱼等在国内很昂

贵的食品，在这里都便宜很多。

但是这儿没有食用河鱼，吃的鱼全

是海鱼，也没有我们在国内常吃的鳝鱼、泥鳅之

类的东西，有的中餐馆出售这些菜，全部都是国

内进口来的冻制品，所以价格比国内贵很多这里

的蔬菜水果，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所以很多蔬

菜的价格简直贵得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生活过的人

瞠目 .

一颗大白菜，在国内才几毛钱，在这儿要合

人民 20-30 多块钱……葱都要卖 1 迪拉姆一小捆

儿……反正给我感觉是，除了土豆洋葱，这里什

么菜都不便宜但是，在这里有个很好的地方，就

是中国的许多商品你都能买到，比如做菜的调料

什么的，几乎全能买到 .

这里有个中国鞋城和中国贸易城，更有一个

超大的中国龙城，里面中国商品品种齐全，花样

繁多。从服装鞋帽到工艺制品，从花椒豆瓣到方

便面水饺，从酱油醋到豆腐乳火锅底料，全是正

宗中国造，什么都有 . 你在这儿的日常生活用品

全部选用中国货都没问题，从牙膏香皂到护肤洗

涤用品，从纸巾毛巾到香烟饮料，甚至中国的中

药西药，感冒药胃药，什么都有。

这对生活在这儿却又难以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的的国人来说真是幸事 .

关于迪拜饮食

劳动法新规定进一步保障外籍劳工权益，

劳工部新规定将从新年开始生效。

劳动合同第一条规定雇主有义务与外籍

劳工签订雇佣合同，合同中

应用双方的本国语言规定双

方的具体权利。

如果雇员来自外国，决

议规定雇主必须为新雇佣的

外籍劳工提供聘用书，聘用

书中应具体规定工作细节。

作为劳工部门的一个决

议，聘用书应该具体规定雇

主和雇员的权利和义务。

协议也强调：雇佣合同应以雇员的本国

语言写明，以此来保证雇员理解合同的每一

规定。

迪拜居民事务总局副局长 Obaid Muhari 

bin Suroor 陆军少将向 Emirates 24|7 证实：

“劳动合同应该以劳工的本国语言写明，这样

他们就能理解所有的条款和条件。”

他还说：“这将帮助劳工理解他们所在公

司的权利和义务。” 

劳工部：明年起 劳动合同必须用中文书写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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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机场安全提示：

1：把零碎的物品放在您的手提行李中，如

手表，手机，钱包，钥匙等。

2：可携带笔记本电脑上飞机，也可以将笔

记本存放在行李箱中，如存放在行李箱中请把电

池拔出，若带上飞机请把它单独的保存。进入安

检时请将电脑放入扫描带进行安全检查。

3：进入安检时，请脱去你的高跟鞋，如果

有金属物品在身上，请一并脱去，放入安全托盘

进行扫描检查。

4：如果有液体（香水，爽肤水，饮料等），

请将放置在一个透明的瓶子里，并用塑料袋封

号，放入您的手提行李袋中，每一个液体不能超

过 100 毫升。进入安检时，安检人员有可能将液

体大概查看。

迪拜机场关于行礼

1：迪拜机场行李搬运工

迪拜机场到达：你可以在

领取行李处找到他们。

迪拜机场出发：你可以在

迪拜机场的入口找到他们。

（他们是搬运工，可以帮

助你搬运行李，当然你要给他

20 迪拉姆小费）

2：迪拜机场手推车

迪拜机场的手推车是免费的，在你进出入迪

拜机场都可以看到它，轻松的一压它就可以推动。

3：迪拜机场的行李包裹

办理登机手续的航站楼有 2 个，分为迪拜机

场 1 号航站楼和迪拜机场 3 号航站楼。

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设有行李重量称量，在

办理手续之前您可以进行称量，从而避免不必要

的延迟。

4：迪拜机场行李储存（短期）

迪拜机场行李寄存分别在 2 个航站楼，一个

在迪拜机场 1 号航站楼，另一个在迪拜机场 3 号

航站楼。

（迪拜机场 2 号航站楼不设有行李储存服

务）

开放时间：每天 24 小时运作

收费标准：12 小时：20 迪拉姆～ 30 迪拉姆，

（取决于你的行李大小）

5：迪拜机场行李重量规定

迪拜机场规定国际旅游的乘客可以携带 2 讲

行李，行李总称重不得超过 32KG。

（根据航空公司和机票类型所规定，请提前

确定您的行李总重量）

6：迪拜机场行李箱规格

行李箱规格在：长：90cm，宽：65cm，高：

75cm，超大行李需要进行检查，并办理超大行

李托运手续。超重行李必须重新包装，超额费用

另外结算。

7：迪拜机场丢失的行李

如果乘客的行李没有达到迪拜机场，或者行

李在托运过程中损坏，延迟，行李拿错等情况，

请到大厅行李柜台填写报告反馈表。

温馨提示：

1：将行李箱上以往的行李标清除，以免造

成行李系统拒绝。

2：避免使用纸箱，因为它们不耐用，里面

物品容易破损。

使用纸箱的乘客需要将纸箱重新打包（登机

处可以找到打包处）

3：请不要忘记购买旅游保险。

 迪拜游客在迪拜机场要点须知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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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是地球人在世界各国行走的一个重要“通

关文牒”，也是一个异国游子身份的重要凭证。

不要小看这本小小的护照，关键时刻它能体现一

个国家的实力！

今年 5 月，尼泊尔发生 8.1 级地震，数千名

中方人员滞留，中国政府迅速派出专机，第一时

间将中国同胞带离险境，这让国人满满感动：中

国护照的含金量不在于它能免签多少国家 , 而在

于危急时刻能带你回家。

  

在海外漂泊的同胞，也许更能明白，一旦走

出国门，个人与国家的联系会因为这小小的护照，

变得更加紧密。个人的待遇，也与国家的实力密

不可分。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护照的含金

量，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不断提升。

让同胞在海外更舒心、更安全，是中国外交

义不容辞的职责。——王毅

在即将过去的 2015 里，能在关键时刻带你

“回家”的中国护照，让数以千计的海外中国公民

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温暖。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今年，这本中国护照为海外中国同胞都提供了哪

些优质服务吧！

1、从局势动荡的也门安全撤离中国公民

613 人。

今年 1 月以来，也门安全局势急剧恶化。3

月 29 日到 4 月 6 日，中国派出临沂舰、潍坊舰、

微山湖舰三艘军舰从也门撤出中国公民 613 人。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首次靠泊外国港口直接执行撤

离中国公民任务。中国驻也门大使田琦透露，曾

有当地官员开玩笑说，“中国人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全体也门人都是你们的保镖”。 

2、从特大地震发生后的尼泊尔首都机

场接回 5685 名中方人员。

4 月 25 日，尼泊尔境内发生里氏 8.1

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接运滞留尼泊尔的中

国公民回国。有媒体评论称，中国政府再次

展示了维护国民安全的强大力量，赢得国人

与国际社会的“点赞”。

3、成功营救出在海外被绑架劫持的近 20

名同胞。

今年 3 月份，3 名中国公民在尼日利亚中南

部省份科吉州被绑架。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表示，

在 3 月 13 日凌晨接到中资企业有关 3 名员工被

绑架的报告后，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积极与当地

政府和警方交涉，向绑匪施加压力，迫使绑匪尽

早放人。

除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反应迅速，过去一年

里，外交部还在全球范围内妥善处理了近 6 万起

涉及中国公民权益与安危的领事保护案件，让海

外同胞感受到国家的有力保护。

此外，“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

叫中心”12308热线累计接听并处理来电十几万次。

该中心成立于 2014 年 9 月，全年无休为海外中

国公民提供 24 小时热线救助与咨询。热线主要

用于在海外遭遇突发状况紧急求助，重点在于“领

事保护”，核心在于“应急”，同时兼顾常见领保和

领事证件咨询服务。呼叫中心热线号码为 12308

（备用号码为 59913991）。

其实，除了在关键时刻带你“回家”，在送你“出

门”方面，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也在逐步提升。

2015 年外交部为中国公民往来多国争取了

更多便利，主要有：

1、同法国、阿根廷等 16 个国家达成便利人

员往来安排，

2、同加拿大就互发最长 10 年有效期的签证

达成共识，

3、同欧盟就人员往来协议谈判路线图形成

一致。

随着中国出境游的快速增长、对外合作的不

断加深，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将越来越多，海外

安全问题更加不容忽视。对此，王毅表示，外交

部将同各有关部门一道，进一步加快推进海外民

生工程建设，全力为中国公民及企业在海外的合

法利益与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走出国门的同胞们，有了国家这

个强大的后盾，便有了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保障，

心里有了底气，才能更愉快地旅游、学习和工作。

所以，感谢祖国，愿她越来越好！

中国护照，紧急关头能带你“回家”！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转自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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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滋味烤鱼

CHINA HASAN RESTAURANT

15% OFF

美食 - 中餐厅
Enjoy Chinese Restaurant

迪拜周食品宫餐厅

Zhou Food Palace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东北人中餐厅

Fish King Chinese Restaurant

15% OFF

 NEW

迪拜江南私房菜

Dubai JiangNan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星湖海鲜中餐厅

Star Lake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稻香港式茶餐厅

Dao Xiang Restaurant

    迪拜稻香港式茶餐厅走的是平民化和
亲民化的路线，由于其方便快捷的服务，
以及多样的食肆种类与合理的价格而广受
华人的欢迎。工作之余忙里偷闲，约上
三五知已，休闲消遣时，稻香茶餐厅是最
佳的选择场所。

          Visit the Dao Xiang , pure Hong Kong Style 
Tea Cafe enjoy a delicious selection of Yue cuisines 
including Crispy wanton,sea food, Soup,cake, Chicken 
dumpling, Set appetizer, stock ictoria Sponge, Korean 
style spicy chicken wings, vegetables, and fresh juice.

15% OFF

 NEW

 阿布扎比御膳坊中餐厅
Abu Dhabi Yu Shan Fang Chinese restaurant

15% OFF

 NEW

 迪拜国际城阿哥米线
A.GE Chinese traditional snack

10% OFF

 NEW

迪拜川味坊

AL HAMRA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石锅鱼中餐厅

Dubai  Shi Guo Yu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金海岸中餐厅

China cuisine resaurant 

10% OFF

迪拜 2000 年中餐厅

Dubai 2000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 China Club 五星中餐厅

Dubai Radisson China Club

15% OFF

迪拜家餐厅

Homey Chinese Restaurant JLT

10% OFF

迪拜川味居中餐厅

Dubai Liu Restaurants

10% OFF

迪拜渔人港湾中餐厅

Dubai CHERRIE BLOSSOM

25% OFF

迪拜巴瑞克食府

Mubarak Braket Restaurants

10% OFF

迪拜肥肥烧烤店

Grill Room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商家联盟，是一个一卡通联盟。联盟内商家覆盖整个阿联酋的美食，佳饮，旅游，
休闲，生活，超市等领域，并不断有商家加入壮大。持有如意金卡，让你不再纠结吃什么玩什么，如
意金卡商家联盟将满足您在阿联酋的各种需求。          

如意金卡商家联盟
阿联酋最大的折扣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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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全聚德中餐厅

QUANJUDE Restaurant

15% OFF

迪拜沙县小吃

ShaXian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中国海中餐厅

China Sea Restaurant

10% OFF

大唐渔宴中餐厅

Tang Palace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刘一手火锅店

Liuyishou Hot Pot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品粤阁中餐厅

Dubai Ping Yue Ge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豪大大鸡排店

HaoDaDa Chicken Steak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青海湖中餐厅

Qinghaihu Muslim Restaurant

10% OFF

美食 - 西餐厅
Enjoy Western Restaurant

迪拜小尾羊火锅店

Little Lamb Hot Pot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新疆阿里巴巴餐厅

Alibaba Resaurant Restaurant

15% OFF

迪拜好粥道餐厅

AL HAMRA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巴蜀人家麻辣烫

CC Long Cofeteria

10% OFF

Osteria 意大利餐连锁店

Osteria Italy Restaurant

20% OFF

迪拜御花园中餐厅

Imperial Garden Chinese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面点王中餐厅

Mian Dian Wang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东方肥牛王火锅

Beef King Chinese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雷迪森酒店鱼市场餐厅

Radisson Blu Fish Market Restaurants

15% OFF

迪拜高丽饭店

Holiday Inn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西湖春天

West Lake Restaurants

10% OFF

如意金卡
Lucky Card

  如意在手，福禄永久！
凡是持有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到以

下金卡加盟商处消费的顾客即可享受金
卡折扣优惠，您将体验到很多实惠，享
受到不一样的Vip待遇，省钱即是赚钱。               扫一扫 查看金卡联盟

scan to view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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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地冒险有着世界级的和无与伦比
的激流和冲浪的人工设施，同时也是最大
的户外拓展基地。给热爱户外运动的客户
提供一个有趣的，安全和舒适的环境。里
面的项目分为攀爬项目，和水上运动项目。

With world class facilities an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adi Adventure has become a regular 
weekend getaway for friends and families looking for 
adventure. Located at the base of Jebel Hafeet near the 
grassy fields of the Green Mubazzarah, Wadi Adventure 
offers its guests a fun day out, and an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美食 - 阿拉伯餐
Enjoy Arab Restaurant

美食 - 亚洲餐厅
Enjoy Asia Restaurant

阿莱茵旺地冒险水上乐园

Wadi Adventure

BUY ONE GET ONE FREE

拉斯海马水上乐园

Ice Land Park

BUY ONE GET ONE FREE

迪拜斯维奇娱乐中心
SWITCH BOWLING

15% OFF

迪拜 hobbies 马场

Hobbies Club

25% OFF

Hobbies Club

Helidubai 迪拜直升飞机观光

Helidubai Helicopter Ride

18% OFF

迪拜城市桌球网吧
Rimal Billiards Cafe

10% OFF

冒险 - 游玩
Enjoy Adventure & Tourism

Need Reservation Need Reservation

柠檬草泰国餐厅 
LemonGrass Thai Restaurant

15% OFF

迪拜泰国酒吧餐厅

Dubai Carlton hotel 

10% OFF

迪拜东南亚餐厅YUM

Dubai YUM Noodle Bar Restaurants

15% OFF

迪拜日本料理Minato

Dubai Minato Japanese Restaurents 

15% OFF

迪拜弁当屋日本料理

BENTOYA Japanese Restaurant

20% OFF

迪拜KPOP韩国料理

Kpop Corean Caution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商家联盟，是一个一卡通联盟。联盟内商家覆盖整个阿联酋的美食，佳饮，旅游，
休闲，生活，超市等领域，并不断有商家加入壮大。持有如意金卡，让你不再纠结吃什么玩什么，如
意金卡商家联盟将满足您在阿联酋的各种需求。          

如意金卡商家联盟
阿联酋最大的折扣联盟

Al Bandar 古董餐厅

Al Bandar Restaurant

20% OFF

埃及故事餐厅 
Hadoota Masreya Reasaurant & Cafe 

20% OFF20% OFF

Kan Zaman 高端西餐厅

Kan Zaman Restaurant
Al Makan 餐厅

Al Makan Restaurant

20% OF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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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诚信汽车专业维修中心

Al Arjawen Auto M.W.Shop

12% OFF

迪拜经典奢侈品皮具护理

CLASSIC Leather Care

15% OFF

生活 - 用品
Enjoy Daily Life

SPA - 休闲
Enjoy SPA & Leiuser

安踏

ANTA

20% OFF

迪拜名媛衫庄潮流女装店

AL RAHMA

40% OFF

玛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Maya Advertising company

15% OFF

迪拜三益食品国际有限公司
TRI-BENEFITS FOOD INTERNATINAL LLC

10% OFF

魔搭时尚女装店
Moda Shop

10% OFF

迪拜电脑维修之星宇电脑

Space Star Computer Services

20% OFF

迪拜天意超市（迪拜店）

TianYi Chinese Supermarket

5% OFF More Than 50 AED

红灯笼鲜花气球店 

Red lantern flowers shop

10% OFF

黔龙沙龙

Qian Dragon Salon

25% OFF

沙漠太阳美容美发沙龙

Desert Sun Salon

10% OFF

迪拜藏疗足浴保健中心

Queen Foot Spa

30% OFF

迪拜春天里的春天美容中心

Spring World Ladies Salon

20% OFF

迪拜美皇后女子沙龙

Beauty Queen Ladies Salon

20% - 40% OFF

如意金卡
Lucky Card

  如意在手，福禄永久！
凡是持有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到以

下金卡加盟商处消费的顾客即可享受金
卡折扣优惠，您将体验到很多实惠，享
受到不一样的Vip待遇，省钱即是赚钱。               扫一扫 查看金卡联盟

scan to view more

唯爱婚纱摄影
ONLY LOVE PGOTOGRAPHY

    中东唯一且最正规的婚纱摄影机构。
有光才有影像，光是摄影艺术的灵魂！
传递一种“唯有爱”才能展现出的品质 :
迪拜唯爱国际婚纱摄影，专业，时尚的华
人摄影公司。哪里有真爱存在，哪里就有
奇迹。

          The only regular wedding photograph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ages are after the light ;the light is 
the soul of the photography.Where there is true love 
,there is miracle.

10% OFF

 NEW  NEW

   本店经营时尚女装，多类型泳衣，个
性鞋帽，可爱饰品，正品韩妆，以及部分
休闲男装。
    以上产品均有的亲民价格，本店本着
十年如一日的热情把顾客当成朋友一样对
待。

        Moda shop sales women's fashion, multi type 
swimsuit, personality cute shoes, jewelry, makeup and 
genuine, Men's casual wear.All the items are with very 
good pr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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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中华网致力打造更完善的平台，拓展需

要，如果你够自信，够专业，可以进驻团队，我

们热烈欢迎，现招聘以下人才，非诚勿扰！

摄像兼影视后期制作，职位内容：

1. 负责公司各类型活动视频的录制；

2. 负责后期视频材料的编辑；

3. 高效完成上级交予的其他工作任务。

任职要求：

1. 大专以上学历，影视制作相关专业；

2. 一年以上相关行业经验；

3. 熟悉摄像设备，熟悉镜头语言；

4. 能 熟 练 使 用 premiere，after effects，

photoshop 等后期软件（至少精通一款非线性视

频编辑软件以及一款影视后期合成软件）；

5. 有编导相关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完成相关

作品；

6.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踏实、敬业；

7. 有 作 品 人 员 将 作 品 发 至 HR 邮 箱：

600001000@qq.com

迪拜中华网招聘熟练视频后期制作人员

“如意金卡”是迪拜中华网推出的一张重量级打折优惠卡。只要持有此卡以及注册证件到金卡联盟商家处消费，便可享受贵

宾级优惠。

申请金卡所需材料：申请者名字，照片（电子版），ID 卡号码，生日，手机号码，邮箱，领取地址（迪拜 / 龙城）。

扫一扫右方二维码，查看更多如意金卡申请和使用说明。

The “Lucky Card” from Dibaichina is a discount card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public expectation. Only consume 

in the “ lucky card discount union” with this card , can you enjoy the  VIP discount  .

Information for applying the “Lucky Card” : digital photo, name, birthday, ID number and mobile number. 

Please scan the code in the right side , and check the application and operating instructions of the “lucky card”.

扫一扫
申请如意金卡

扫一扫 查看金卡联盟
scan to view more

迪拜 2Sisters 精品蛋糕定制

2Sisters Cake

10% OFF

迪拜星期 8奶茶店甜品店

Friendship Cafe

12% OFF More Than 50 AED

迪拜台湾蛋糕

Dubai Taiwan Cake

10% OFF

冰酷 

ICE COOL 

5% OFF

佳饮 - 甜点
Enjoy Drink & Dessert

乌姆盖万 Barracuda 酒窖

Barracuda Cheteau

            5% OFF MAP

打开金卡联盟网页，美食，佳饮，生活，休闲，超
市等金卡联盟商家一目了然。可点击查看每户商家详细
信息，更可以点击“MAP”直接定位导航哦！妈妈再也
不用担心会迷路了！

时尚丽人美容美发女子沙龙

Lina beautiful salon

20% OFF

迪拜玉淑女子沙龙

DUBAI  YUSHU NVZI SALON

20% OFF

迪拜完美无限 SPA养生会所

ASAIN SPA & RELAXAION CENTER

20% OFF

GATEWAY HOTEL MASSAGE CENTER

12% OFF

扫一扫   

了解详情



Burning Brain   烧脑时刻

    疯狂猜图：（各猜一个成语）

脑力激荡~根据一张图片找出正确的答案，

考验自己的知识面，挑战自己！

类型包罗万象，图片妙趣横生，跟你的好

友一起猜猜看吧。

电影电视、人物角色、国家城市、名人明星、

公司品牌、游戏、球队、成语等等，等你来猜！

      疯狂填字：
这是一个加密 10×10 阵列。 

疯狂填字游戏是一种汉字小游戏，

在一片纵横相交的格子里，根据出题

者给出的片言只语的提示，猜出正确

的词条，然后再根据猜出的词条和制

题者给出的提示去推算下一个词条，

直至把白色空格完全填满。从今天起，

尘封在您大脑底部的知识将不断被挖

掘，新的知识将不断被补充！     

横向提示：

01 卡梅隆的一部经典电影，由莱昂纳多和凯特主

演，也是一艘游轮

02 香港著名实力派但演员，1983 版《射雕英雄传》

中饰演铁木真

03 北宋画家张泽瑞所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04 对皇帝母亲的称呼

05 江南著名古刹之一，位于浙江杭州西湖景区

06 沿某条直线对折后两部分是完全重合的，该条

直线的数学名称

07 中国男演员，李小璐的老公

08 无法估价的宝物，指极珍贵的东西

09 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

10 许多人一起行走，其中一定有能当我老师的人

11 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

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

人

竖向提示：

01 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

02 诗句“举杯邀明月”下一句

03 由 Bethesda Softwork 制作的角色扮演

类（RPG）游戏

04 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源的，介于楷书、

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05 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06 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被称为计

算机科学之父

07 形容什么也没有，常指钱财，也指成绩、

知识

08 军队编制中的指挥官，一般由大校或者少

将担任

09 中国历史上首位皇帝，首次完成了中国统

一

10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一

11 迪士尼的经典动画形象

12 形容事前无意见，事后才高谈阔论的人

上期答案：疯狂彩图：张牙舞爪、望眼欲穿   
疯狂填字： 01、独 清 国                
             （横排开始）  03、九 大 党 破 晓  
                                   05、话 密 西 西 比 河                    
                                   07、冰 游 泳 去     
                                   09、妹 想 太 苦      

如果你已经解开了所有答案，你就可以扫描右方二维码，并将本页答案拍照回复给小编，如果全部正确，小编这里有大把的金
币发给你哦，至于金币有什么用？这可是可以兑换实物的“真金”哦。连“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都是可以兑换的！

燃烧吧大脑。如果你觉得难度不够，小编这里还有高级版、变态版的解密游戏，或者你有更好玩的游戏，回复小编，或许下一
期你会将脑子烧坏！（本期答案？下期你便知）

02、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04、剑 桥 大 学  
06、范 特 西 友 藏 在
08、冰 川 朝 思 暮 想 日
10、燕 子 孙 行 者 多 伦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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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手 ] 回国卖车 
 2011 款的 altima、跑了 9 万公里、
 一手车主、一直保养的很好、里外如新、
车况非常好、现因回国、随时看车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8268003 扫一扫详情

    华文迪拜信息专版，综合迪拜中华网几大便民板块，提供最快最广的迪拜华人求职、招聘、

 二手买卖、房屋租赁类信息发布及获取渠道。

    因信息量太大，我们会随机选取若干半月内信息免费刊登在华文迪拜，扫描右方二维码可

 获取更多信息。

    简单注册一个帐号，迪拜中华网就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迪拜生活。  
扫一扫

进入招聘专版
扫一扫

注册新账号
扫一扫

进入二手专版
扫一扫

进入租赁专版

 [ 招聘 ]  招聘厨房员工

 男女不限！勤劳、聪明
 联系方式：电话：0551800709

 [ 求职 ] 求迪拜文职一类工作
 曾在迪拜 6 星级酒店工作一年，现如今想找
 迪拜旅行社工作或办公室文职一类。旅游英语
 专业毕业，英文流利、听说读写良好、熟悉
 办公软件、能吃苦耐劳、有团队合作精神。
 联系方式：微信：sun1624890716

 [ 招聘 ] 迪拜中华网
 1：网站程序员数名
 2：新闻记者数名
 3：摄像兼影视后期制作
 ( 还有更多职位 )
 联系方式： QQ : 600001000

 [ 招聘 ] 精英操作
  机票操作，微信公众平台维护专员
  网站维护专员，操作经理，旅游操作
  联系方式： 邮箱 : tingliu@tdtourism.com

 [ 求职 ] 求一份工作
 想在龙城国际城附近找一份包吃住工作，
 有六年迪拜销售经验，口语没问题，期望
 薪资不低于 3000
 联系方式： 电话 : 971564302189

 [ 招聘 ] 诚聘销售

 懂 IT 基本知识，有驾照，男女不限
 英语四级以上，有一年以上销售经验
 联系方式： 邮箱 :   Fatima@zsdwc.com

 [ 求职 ] 建筑施工求职 
 本人从事建筑施工，装潢施工。会泥水、
 瓷砖铺贴、木工、内外墙石材幕墙安装
 联系方式：微信：WZW66666

 [ 招聘 ] 知名国有控股企业招聘销售助理
  流利的英语听、读、说、写、译能力，
 CET6，要求有 SAP 等 ERP 软件使用经验，
 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并且具有良好的学习能
 力，进出口贸易流程
 联系方式：邮箱 :recruitment_mena@outlook.com

招聘  求职
                                            发布消息截止至 12.28 

 [ 求职 ] 求兼职
 会说简单的英温，目前在木须巴扎工作
 想找份兼职 每天晚上 6 点半到 10 或者
 星期五都有空 
 联系方式： QQ:345007255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 招聘 ] 人事专员  
 起草公文制度，入离职办理，社保用退工办理
 薪酬核算，档案管理，协助上级完成其他
 事务性工作
 工作地点：   AJMAN 中国城   
 联系方式：邮箱：owen.wang@gctc.ae

 [ 招聘 ]UAE24 年老牌律师事务所招聘
 UAE 某大型律师事务所招聘兼职专员 5 名，
 专职 1 名。要求：人品好，有耐心，积极，
 勤快，踏实，稳重，有一定书写功底或市场
 经验者优先，随时择优上岗。
 联系方式： 邮箱：ygr3344xf@163.com

 [ 招聘 ] 诚聘商务人员 1-2 名
 负责公司合同签订及管理，负责各类项目
 统计报表和各类商务文函的制作，负责各类
 项目统计报表和各类商务文函的制作
 联系方式： 邮箱 :   admin@baili.ae

 [ 求职 ] 求职钟表导购员
 有 2 年钟表销售经验，而且经常看钟表杂志，
 自己非常喜欢钟表，熟知钟表的各种品牌
 和功能，本人很阳光。
 联系方式：QQ :382760912

 [ 求职 ]  求职兼职会计
 求职兼职会计，经验丰富
 联系方式：电话 :0567972173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 二手 ] 几乎全新 MAZDA CX5 出售，5000 公里
 车购于 15 年 9 月，因打算回国现出售 ,
 售价 AED67000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8998684

 [ 二手 ] 出 小号煤气罐一个
 空罐，220 迪拉姆，带原发票，龙城可送货

 联系方式：电话：0526802957

 [ 租赁 ] 中国区 A05 一个主卧出租
 中国区 A05 一个主卧出租，独立卫生间，床
 柜子，办公桌都在，包水电，燃气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6145656

 [ 租赁 ]  迪拜国际城办公室出租
 迪拜国际城办公室出租，旅游公司提供全包
 服务：全套办公桌椅，网络，签证名额，
 租金实惠，65 平方，位子极佳，提供分租，
 有意的朋友速速联系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6878566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 二手 ] 回国，低价处理家具
 桌子，宜家台灯，柜子，哑铃，
 鞋架，晾衣架，三孔插座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6217303

 [ 二手 ] 闲置公主自行车和白雪公主学习桌便宜处理了
 由于小公主回国 , 现有一辆粉色公主自行车
 ( 适合 6-7 岁 ),7 成新 , 因为不是很经常骑 .
 还有一张白雪公主学习桌 , 低价出售 .
 联系方式：QQ :532485972

 [ 租赁 ] 男性床位出租 1200dhs/ 月，包水电网，交通
便捷，非中介
 Bur Dubai 迪拜博物馆对面，房间宽敞明亮
 楼下有三家超市，以及肯德基，家乐福等，
 方便快捷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6445269    

 [ 租赁 ] 国际城 中国区 B-02 有带厕主卧和客厅隔间出
租
 中国区 -B02，主卧出租，窗户朝南全年都
 有阳光，带独立厕所，还有阳台。客厅隔间
 用专门的木板隔起来，有门锁。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9121925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 二手 ]  晾衣架、电脑桌、锅、眼镜片转让
 金属可移动高低晾衣架一个、小型电脑桌
 一张、多功能电火锅一个、适用于近视镜用
 的偏光镜片若干个，价格面议
 联系方式：电话： 0506745345

扫一扫详情

二手  租赁
                                            发布消息截止至 12.28

 [ 二手 ] 年底回国，8 成新的笔记本电脑自行车出售 
 联想 G450 笔记本一台，购于 2011 年
 平时保养非常好。 8 成新
 联系方式： 邮箱 ：jijingzz9812@126.com

 [ 二手 ] 搬家处理 婴儿床送音乐摇篮
 
 婴儿 床 加床垫 400，几乎全新没用过，
 送音乐摇篮
 联系方式： 电话 :0567699361

 [ 租赁 ] 某饭店转让，有固定客源、非诚勿扰
 某饭店转让，有固定客源、非诚勿扰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2107269

 [ 租赁 ] 住房出租
 deira 鞋城对面有女生床位出租，非大家，
 人少，安静，已空出，随时拎包入住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4083176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华文迪拜信息专版
Informatio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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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7
7

What are the stations and 
what zones are they in?

Step 2

7

Find the nearest station 
to the start and end  
of your journey

Step 1

Planning Your Journey

扫一扫
下载迪拜最全交通手册
《迪拜地铁袖珍手册》

Metro Taxis 267 32 22

National Taxis 600 54 3322

Arabia Taxis 285 51 11

Cars Taxis 269 29 00

Ladies Taxis 208 08 08

Taxi Companies
To book：

Dubai Transport 208 08 08
(Including Spe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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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装潢 Dubai Decoration

山东鲁能装修公司

宏全装饰

生活城国际装饰

子木装饰设计

小赵装修

平安隔层

鹏程装饰

宏达装饰

诚逸装饰

协和装饰

凯捷装潢装修

百达建筑装潢

伊斯曼设计装修公司

傢宝装饰

金鑫装潢

嘉和装饰

诚信隔层

福耀装修公司

明阳装修

寒原室内设计

金鼎建筑装饰

双盈利装修

宏图装饰

飞跃装饰

宏森装饰

久安隔层

迪拜三福装潢中意装饰装修

神六隔层

鑫达装潢

上海建筑装潢

阿明建筑

三江专修

金色生活装饰

新华装饰

海洋之星

双龙装饰

双龙装饰

世纪皇朝建筑装修公司

050 3548979

050 7156298

04 2277708

04 4516220

055 1948870

050 9550856

052 8158172

050 9623668

052 6983888

04 4571113

050 3268133

04 2289687

055 6480888

055 6728036

050 3647281

052 7785992

050 5880679

050 5981019

050 8495898

04 4327525

04 4508216

055 9048107

056 6786754

050 6752268

052 9804298

050 8097238

050 42805180567827336

050 2955035

050 7361086

04 2581866

050 3404209

050 5837665

04 2281486

052 6353692

04 2503128

050 9347169

050 9347169

04 4238088

迪拜黄页
Yellow Pages

迪拜西餐厅 Dubai Western Restaurant

Osteria 意大利餐连锁店

雷迪森酒店鱼市场餐厅

LAMESA 五星自助餐厅04 3514411

04 4489039

04 6082160

迪拜阿拉伯餐厅 Dubai Arab Restaunt

Al Bandar 古董餐厅

Al Makan 餐厅 Kan Zaman 餐厅

04 3939001

04 3686593 04 3939913

迪拜埃及餐厅 04 3809000

迪拜亚洲餐厅 Dubai Asia Restaurant

04 3342325
04 3831623

迪拜弁当屋日本料理
高丽饭店

迪拜 KPOP 韩国料理
迪拜柠檬草泰国餐厅
迪拜韩国料理”金膳阁“

迪拜东南亚餐厅 YUM04 4340096
04 4489039
04 2778022

04 4489056

迪拜服饰 Dubai Clothes&Accessories

名媛衫庄潮流女装店

迪拜安踏体育

美丽不打烊

萨玛雅服饰

魔搭服装店 MODA055 8962886

04 3809700

055 1435027

055 2323777

055 4986850

04 2233118

04 2983655

04 2280488

04 3448882

04 2293188

04 2958898

04 2957707

04 2503229

04 2291228

04 2292138

04 4253337

02 6229068

04 5516022

04 2385960

050 5718734

04 2732338

052 6616888

04 2948010

04 2255258

04 2507039

04 3695261

中阿桥国际商旅
阿联酋沙漠旅游  
中阿旅行社   
迪拜易达国际旅行社 

中迪国际旅游
穆海莉旅行社   
自由祥和国际旅游  
中太国旅   
大中华宝石花旅行社   
龚雨国际商旅

04 3695261
04 2566671
04 2281239
04 2285887

04 2561795
04 2690188
04 2621899

800 111 888
055 5426688
04 4541621

新世纪国际商旅

中洲国际旅行社

樱花假日旅行社

海洋国际旅游

未来国际旅行社

中国国际旅游货运

优诺国际旅行社

今日旅游

德科旅行社

迪拜天方旅游

时尚旅游国际旅行社

夏日之城国际旅游

华夏国际旅行社

和睦旅游

迈斯百特旅行社

阿布扎比凤凰旅行社

锦程商旅

西湖国际旅游

盛龙世纪旅行社

金凤凰旅游

太阳旅行社

迪拜易达旅行社

心飞旅游社

中联国际旅行社

中阿桥旅行社

樱花假日旅行社

思游国际旅行社

迪拜彩霞旅行社

波斯湾国际旅游

金太平洋旅行社

爱特卡国际旅游

天马国际商旅

海外旅游

迪拜特可诺旅游

海岸线旅行社

印象国际旅游

运河国际旅行社

阿布扎比太平洋旅行社

迪拜人地接社

豪景国际旅行社

天涯旅游

长城旅行社

04 2261672

04 2735582

04 3741641

04 2281239

04 298365

052 6651701

04 2958590

04 2226060

04 4542088

04 2218868

04 2948103

04 2222031

04 2288886

04 2767636

04 2594116

04 2956267

050 6141598

04 4572002

04 2767437

04 2940262

04 4572412

迪拜地接社 Dubai Travel Agency

59
54

6

32

24
24

78
79

兰天物流

长运国际物流

石狮货代

捷力国际货运

波斯仓储

福建仓储

世倡物流

星洋物流

迪拜星洋物流

海荣国际物流

天捷物流

帝都物流 DDU

亦邦国际货运

碧湾快递

卡纳利快递公司

金桥物流

新大陆物流

亿利通货运

阳光货运

海潮仓储

龙城国际物流

合晟物流

东方之星

赛拾货运

路通仓储

迪拜日升国际货运

容达仓储

柯威仓储

诚信仓储

亦邦物流

迪拜联博瑞祥物流

海翔物流国际有限公司

德科物流

大中华物流

四季货运

兄弟货运

中天仓储

IMEX 每刻快递

迪拜一立快递

04 2551385

04 3868658

04 2280198

04 2736228

050 8197818

050 7265388

04 3551588

04 3576660

04 3576660

04 2273235

04 3939298

04 3885328

04 3861616

04 2736670

04 2276862

04 3547884

04 2354809

04 2268178

04 2347761

04 2731155

04 3519880

04 3967858

04 3403801

050 7851238

055 4142776

04 2396285

055 1052022

055 3007605

056 7570138

04 3861616

04 2951381

04 3933708

04 2293188

055 6855956

04 2236180

04 2202674

055 7694676

050 1586616

04 2340588

迪拜东方物流有限公司  
石狮货代   
东方之星丰贸货代  

04 2286955
04 2280198
05 2811018

迅捷速运 04 4531191

迪拜物流 Dubai Logistics

26

32
52

58

迪拜汽车 Dubai Car

远征汽修

好迪汽车维修厂

神华汽车

迪拜华人二手车行

海湾汽车租赁

中国春城汽车维修厂

仁和汽修

04 3403820

052 9318643
052 8454234

04 4340415

04 2691204

06 5354139

050 9614802

阿联酋驾校  
中国诚信汽车专业维修中心 
大中华豪车俱乐部 

04 2281239
055 1063888
04 22859991

76
66

迪拜火锅 Dubai Hot Pot

小肥羊火锅 04 4327211

小尾羊火锅   
刘一手火锅

迪拜东方肥牛火锅
04 2215111
04 2293380

04 5538689
小红牛火锅

阿布扎比乾州火锅

喜羊羊火锅

艳霜火锅

来一锅筋头巴脑

04 3353680

02 6747677

04 2954552

056 7986623

055 9324081

57

22

20

户外游玩 Outdoor Tourism

阿莱茵 Wadi Adventure

迪拜 Hobbies 马场

拉斯海马 Ice Land

Helidubai 直升机观光

03 7818422

04 2871199

07 2067888

04 2081455

游艇租赁  055 881688756

迪拜超市 Dubai Supermarket

阿布扎比茶庄超市

龙城天意超市 厦门时代蔬菜食品批发

好日子超市

好运超市 乐佳佳超市

中国鞋城超市

利群超市

天意超市

百客食品批发

联华超市

02 6507998

04 4548688 055 5276882

04 2210886

04 4296068 04 3687236

052 8230988

04 2295611

04 2214497

050 8755188

04 4422178

温州超市

香港绿洲综合超市
三益果蔬配送 

迪拜豆花香超市 
050 2032168

04 3262009
052 6465321

04 229488750

4

寒原空调制冷

寒城技术

三菱制冷维修公司

东南家电

三和家电制冷维修

英雄电脑

迪拜经典奢侈品皮具护理

中国南方家电制冷维修

三联监控

东方卫视

迪拜完美婚纱摄影

QQ 电脑维修

永夜电脑

鞋城商务中心

风逸室内设计

星宇电脑

上海手机店

天基电脑

迪拜红灯笼鲜花气球店

易亨网络

蟑螂臭虫杀手

企鹅制冷

星星科技

环球卫视

智锋办公

小迪电脑

方舟电脑

星宇电脑

温州中商电脑

南方家电

04 4327525

055 6195031

04 2523188

056 7181158

050 5028108

050 5028108

050 3957929

050 6975238

052 6296511

055 8527118

052 7507733

04 4479795

04 4479795

050 9981858

052 8788677

04 4542191

050 3764388

050 3764388

055 5654312

050 3528195

050  5456436

050  2796280

052 8662889

055 1645166

055 6680918

055 6680918

055 8866790

055 8866790

04 2946496

04 2297290

迪拜唯爱婚纱摄影
1989 婚纱摄影  
JISR 监控系统   

迪拜菲佣市场
CAPITOL 仓库 & 展厅   
ABC 打印翻译服务公司   

04 4290568
04 4565112
04 4539118

QQ : 600001000
04 3372344
04 4539118

迪拜生活服务 Dubai Life Service

10
18

43

10

品粤阁   
皇家大厨  

04 2954552
056 9609888

大唐鱼宴
川味坊

山图美食
04 3266888
04 2778022

04 4474430

中国海餐厅   
新时代中餐厅   

御花苑酒店   

迪拜好粥道餐厅
川味居   

2000 年中餐厅   
稻香港式餐厅  

滋味烤鱼  
阿布扎比御膳坊中餐厅  

中华餐厅  

西湖春天  

04 2959816
04 2501888

052 6458948

050 9193329
055 7139529

04 2712000
04 3254282

055 8366968
02 5651511

04 2281043

04 2289883

新疆风味餐厅 04 4226833

银都三鲜饺子

迪拜沙县小吃

迪拜渔人港湾中餐厅

一品饺子美食馆

TCC 粤式餐厅

全聚德中餐厅

巴瑞克食府

玉流馆朝鲜餐厅

面点王中餐厅

石锅鱼

皇朝中餐厅

筋头巴脑餐厅

锦菲茶餐厅

中华餐厅

韩城馆

迪拜御花苑中餐厅

兰州拉面

新疆天山餐厅

江南私房菜

新疆美食

渗渗泉新疆风味餐厅

唐人街中餐厅

东北人餐厅

周食品宫餐厅

肥肥烧烤吧

China Club 五星中餐厅

玉流宫

兰桂坊港式中餐厅

江淮美食

贵宾楼中餐厅

HOMEY 餐厅

香格里拉香宫餐厅

中华美食馆

六合宴

浙江面馆

山图海鲜餐厅

迪拜青海湖餐厅

塞上人家餐厅

四海一家

潇湘馆

大清花中餐厅

熊猫餐厅

回家餐厅

蜀香宫

蜀香宫

新疆阿里巴巴餐厅

金海岸清真餐厅

金海岸清真餐厅

星湖海鲜中餐厅

鼎泰丰

香宫

迪拜豪大大鸡排店

黄金烧腊餐厅

055 9268248

055 2573999

04 3448895 

052 7462402

050 5511508

04 5587390

04 2981589

050 5866381

04 4329618

04 4565155

055 3126744

04 4489059

04 2981589

04 4276055

04 5548017

050 1199137

04 2248035

04 4475445

04 4203692

04 3983998

04 3983998

04 2233184

04 2615288

04 4052703

050 8589865

04 7033349

04 2057333

056 1757999

055 9964243

04 3545543

04 4432518

055 1095968

04 2281043

04 2299620

04 3450315

04 4309308

050 5511508

04 7033349

04 4226588

04 4226833

04 3353680

050 1159513

04 2945360

04 4317106

04 4052703

04 2368817

04 4221258

050 9617015

050 8878521

04 2227277

04 3807151

04 3807151

04 3699928

迪拜中餐厅 Dubai Chinese Restaurant

18

6
22

36
58

10

12

12

44

58

16

23

迪拜生活 &休闲 Dubai Life&Leisure Time

竞梦针灸推拿

鞋城附近按摩院

完美无限休闲按摩中心

藏疗足浴保健按摩

动感沙龙

伯爵会所

迪拜斯维奇娱乐中心

安琪儿沙龙

缪斯 MUSECLUB银都 KTV

银庄 KTV

玉淑女子沙龙

聚富圣会

迪拜城市桌球网吧 良志针灸推拿

天使美容美发集团公司

金海岸女子养生中心

沙漠太阳美容美发沙龙

迪拜得胜养生馆

黔龙沙龙

中华网络休闲会所

爱丽丝女子沙龙

名姿沙龙

春天里的春天美容中心

藏红花阁

时尚丽人美容美发女子沙龙

时尚丽人美容美发女子沙龙

发舞台

055 7198967

055 1358973

04 4327354

04 2349736

04 2293571

052 8396666

04 4405962

050 2477121

055 3978888055 8457579

055 3579888

04 4572164

055 7328073

050 5604811 055 7624005

055 9129975

04 4282281

04 2287108

055 6824771

052 5626199

055 6023392

055 9120138

056 2106688

04 2947336

050 2525810

04 4552896

04 4552896

055 4302954

海堤茶叶
中华会馆
伊朗藏红花

052 7582666
09 2249318
04 2294041

25

65

美皇后女子沙龙 04 2522518

佳饮-甜点 Drink&Dessert

迪拜台湾蛋糕 
星期 8 奶茶店 

055 8280227
04 4541161

迪拜冰酷 遇见奶茶04 4220944 052 7648222

民茶坊奶茶店

夏末奶茶店

2 SISTER'S 蛋糕定制

茉莉奶茶

一米阳光咖啡厅

050 7249180

055 3380059

055 8280227

052 7464127

04 2775731

Star Muse 酒吧 055 3978888

48

（含“  ”标识商家可在本杂志内相应页码查看广告详情，含“  ”标识商家可在迪拜中华网上查看广告详情）1



Facilitate   便民

76

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维修，专业维
修汽车电路空调，空调欧美原厂电
脑检修，疑难故障诊断维修，机械
增压改装。
欧美品牌轮胎，四轮定位，汽车美
容装饰，保险事故维修理赔，专业
钣金修复、烤漆，保险代理，汽车钣金修复、烤漆，保险代理，汽车
买卖，24小时救援拖车。

服务项目：

业务电话：0551063888    维修电话：0506389981   电话/传真：065340577    地址：沙迦17号工业区2号街
邮箱：851855736@qq.com   Head Office in 17th Industrial Area UAE,P.O.Box:66760

金融 Finance

UNB 银行 RAK BANK 商业银行

Nexus 保险经纪

04 2569742 04 2651189

050 9919638

迪拜汇款 Dubai Remittance

中国城商务中心

龙生汇款

雅思汇款

邦林汇款

鑫源汇款

中捷汇款 中迪汇款

04 2693636

055 7123888

04 2268817

052 6928666

04 2594568

04 2298987 052 9375577

圣基茨投资服务 迪拜 DAMAC 公司055 8800168 04 3763600

迪拜投资 Dubai Investment

迪拜广告公司 Dubai Advertising Company

海洋之星广告

新思路广告

中联广告

玛雅广告

三和广告公司

金点广告

长城传媒

华媒广告新华广告

050 9939780

052 7468791

050 2176188

04 4340415

056 1701086

04 2285145

04 2566208

04 238505804 2364598

以上信息来源于网络、杂志。若有信息错误，

请及时联系：04 - 2281239。

迪拜中华网   二维码

华文迪拜杂志电子版   二维码

迪拜中华网微信公共平台  二维码

迪拜中华网手机客户端   二维码

中国东方航空
中国国际航空

04 3217890
04 2718555

迪拜航空 Dubai Airline

国泰航空 中国南方航空04 2042777 04 2218888

绿洲医药

古都斯牙科医疗中心

逸达祖传中医

瑞士牙医诊所

御泰堂大药房

鞋城宝芝林

中国中东医院

北京同仁堂

樱花内科牙科诊所

三九大药房

052 9435581

050 5050297

04 3370191

04 3321444

04 2215899

056 6528833

04 2552024

04 4356905

055 6003386

04 4275088

迪拜协和医院

西西里亚牙科诊所   

04 4233055

052 5218518

迪拜药店 / 医院 Dubai Pharmacy/Hospital

25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A.R.N 律师事务所

AL MAIDOOR 律师事务所 Nexus 保险顾问公司

诚信商务服务公司 ABC 打印商务中心

EasyWay WARQA 专业注册公司

盈科法律咨询

阿西姆马克注册公司

Al Najah 注册公司

Nexus 保险经纪公司

CAA 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阿联酋籍华人担保

华晨保险

博乐国际商务中心 尚略国际商旅咨询

LINNA 专业注册 Parker Randall 审计事务所

华美专业注册 勉金龙法律翻译事务所

Swift 商务中心

04 3804141

04 3348481

04 2352768

04 2955018

04 4343840

04 3705787

04 2595931

050 9919638

04 2364535

04 2347088

04 2566105

迪拜达泰公司 DATACALL   

龙城商务中心

达泰打字服务中心

AL RAYA 律师事务所   

达泰专业商标注册

迪拜新一代商务法律

中豫商业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盛世太平集团 MILLENNIUM

东源企业事务服务公司 

达泰注册公司及营业执照

050 4352888
04 2765455

04 2384668

04 2280908

04 2989020

04 4329234

052 9100010

050 9194462

050 5587891

04 2367885

商标注册 / 保险 / 法律
Company Incorporated&Insurance&Guarantee

04 4472020

056 7731929

050 6880428

04 2948015

052 8612467

04 2960066

050 4824628

050 9184218

055 2256245

04 4214551

04 4322483

7

23

7

8
8

7

77
77

迪拜公寓 Dubai Apartment

儒家客栈

明俊别墅公寓

有间客栈

迪拜中国公寓

518 商务酒店

龙城老高旅馆

勿忘我公寓

日升旅馆

0086 公寓

清馨公寓

迪拜冠军公寓

迪拜新感觉公寓

如家酒店公寓

迪拜撒哈拉公寓

龙城名典公寓

DAMAC 公寓

哆来咪公寓

丝路客栈

阳光海景公寓

迪拜杭州公寓

香格里拉酒店

唐朝酒店公寓

白云国际酒店式公寓

055 2151952

QQ:142367583

056 7187555

050 5789686

052 7678898

052 6651709

050 7607368

050 3973857

055 1360086

050 1688090

050 3407158

050 1995831

050 7516988

050 5276157

050 5566336

050 5918338

056 3989006

055 1706005

056 1645771

056 9560518

04 4052703

056 7743567

056 7516988

名典酒店公寓
迪拜泰和公寓
迪拜新侨商务酒店
泰安集团房地产公司 

迪拜阿拉巴沙别墅公寓
aqua 蒋一峰房产

050 5566336
050 7750216
056 7545442
04 4227589

055 2091854
056 6967268

25

3938 40

迪拜教育 Dubai Education

迪拜卧龙岗大学 招生留学

阿联酋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爱乐琴行

少林武官

你好语言学校

华人幼儿园

迪拜美国大学

迪拜国际音乐分校

兴元英语培训

050 7240980

050 7240980

04 5520365

04 4570385

04 4421757 052 6265816

050 8872376

050 4186791

04 2346337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阿米提迪拜分校（英语提高班）
迪拜东方智慧中心

阳光语言教育培训学院
RAAD 语言文化教学中心

04 2693636
055 2556737
050 7240980

050 9215818
04 352918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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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Advertisement

*专业市政府装修审批：店铺，餐厅，咖啡馆，仓库，办公室，SPA沙龙等。

*别墅，仓库，餐厅，沙龙，SPA按摩院，绘图Autocad 3D一条龙服务！

*专业办理公司执照，市政部，卫生部，经济部等政府机构文件审批。

*执照延期

*无场地执照申请

*保人推荐

**提供警察局，CID，劳工部，移民局等相关事务咨询

*少量签证名额

地址：Unit304,AL Attar Tower,Sheikh zayed road,dubai,UAE

PO.BOX:93717 Dubai

联系方式：0505587891  （英文）：04-3861888

东源企业事务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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