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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如意金卡一周年

国内有团购，迪拜有如意金卡。感谢如意金卡在这一年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与优惠！

迪拜如意金卡自创办以来，为我们这些在迪拜的华人华侨的生活带来的极大的便利和优惠。在国内我习惯

使用团购网站来获取商家折扣，而在没有团购的迪拜，如意金卡就成了我更方便的选择，我甚至不需要在每次

购物之前区网站上团购，只需拿出我的金卡即可在阿联酋的各个地方享受到不一样的折扣。

这一年里，如意金卡让我惊喜连连，我看着它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强大，合作的优惠商家越来越多，优惠力

度也越来越大，着实为我这个小迪漂省了不少钱。不仅仅是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优惠，去水上乐园门票也有优

惠，比去旅游网站上预定还要方便。除此之外就连一些日常生活中会去的超市啊蛋糕店啊养生保健啊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的消费都有优惠呢。

更值得一提的是金卡后面的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所有打折商家，然后还可以导航到我想要去

的那个商家，这样我每次都可以就近选择可以优惠的商家来消费，不仅省了钱，也省了记店名找店铺的脑筋，

简直是懒癌患者的福音。（如意金卡现已加入的商家联盟见 67 页。）

很感谢这一年里如意金卡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希望在下一个一年、三年、五年中如意金卡能够越来越

强大，变成像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只有我想不到没有它办不到！

有没有很心动，赶紧加入我们金卡大家庭吧！我们迪漂挣点钱不容易，能省一点干嘛不呢？

申请如意金卡也非常简单，只需将你的姓名、照片、ID 卡号码、生日、手机号码、邮箱及

邮寄地址发送到“600001000@qq.com”，或联系微信“dibaichina1”注明申请如意金卡即可！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Focus   焦点

4

祢텓   劑非䶑Ɛ   뙛굞䶑Ɛ
繶ْ繶꽾⥙㙱 끥鲜ൎ顢换 㱨顢顢

g끥鲜   g㙱   g蹿獔

獑ॎ쩶鱧ⲅ䶑Ɛ
虎콫桔梈
쩓ᩙ애



5

焦点   Focus

迪拜地铁 2017 年规划：
       国际城和 Silicon Oasis

道路交通局着手设计拥有 11 个站的地铁新

线。 道路交通局一个高官说，迪拜将于 2017

年正式开始地铁

绿线扩建设计工

作。

道路交通局

执行总裁 Abdul 

Mohsen Ibrahim 

Younes 在 最 近

举行的中东铁路

会议上说：“预计

明年开始绿线扩

建的设计工作”。

他补充说：“绿线将在现有的 Al Jaddaf 站

到大学城站上扩建。将建成长 20.6 公里，拥有

11 个包括地上和地下地铁站的铁路线。这种扩

建将有助于城市发展，包括拉斯奥科尔工业区，

国际城和 Silicon Oasis 的发展。”

扫一扫，查看更多

迪拜中华网    

近日，在中东铁路会议上，迪拜道路交通

局 RTA 的 CEO Abdul Mohsen Ibrahim Younes

先生表示，2017 年迪拜将开始实施地铁绿线

的延伸线工程。此段工程将从现有的绿线 Al 

Jaddaf 站 通 往 Academic City。 线 路 总 长 达

20.6 公里，共有 11 个站，途中将经过国际城及

其二期。居住在 Ras Al Khor 工业区，国际城以

及 Silicon Oasis 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地铁带来的

便利。同时，阿联酋计划 2020 年将地铁线路

总长延至 110 千米。

Younes 先生表示，RTA 将会在 2020 年之

前尽快启动该项目，目前已经着手评估招标事

宜。

相比较 2014 年 147 万的迪拜公共交通日均

客流量，与 2013 年的 130 万客流量，2015 年，

迪拜公共交通日均客流量已经达到 150 万。而

在 2015 年，选择搭乘地铁红线及绿线的乘客已

经达到 1.78 亿，相较于 2013 年的 1.37 亿而言

增长十分迅速。

     

2015 年 12 月，迪拜市政府公布本年政府

斥资 160 亿迪拉姆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交通以及经济发展，而 2016 年的预算将比

这还多 18 亿，这一举措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 Alpen Capital（金融咨询服务机构）关

于 GCC 国家建设的报告中已经将迪拜地铁线路

建设工程列为“2030 年完工，价值 140 亿美金

的重大项目”。

好消息！国际城终于要开通地铁了！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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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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85887

特 价 机 票 T i c k e t   
       0566037355、0558742618
       1958368793、2496442465
       dubai201488
       easygodubai

【特价机票提前预订】
北京-迪拜               单程 1120AED
迪拜-长沙               单程 1100AED
西安-迪拜-西安       往返 1860AED
杭州-迪拜-杭州       往返 1880AED
温州-迪拜-温州       往返 1520AED
迪拜-北京-迪拜       往返 1990AED
迪拜-上海-迪拜       往返 1940AED
迪拜-广州-迪拜       往返 1790AED
银川-迪拜-银川      直飞往返1600AED
武汉-迪拜-武汉      直飞往返 1800AED
迪拜-成都-迪拜      直飞往返 1620AED
迪拜-伦敦-迪拜       往返 1850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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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飞签 往返         450AED
另有返程套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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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4094581

2783405590           sf604276928

迪拜易达国际旅行社
EASY GO TOURISM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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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红沙冲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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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4094581
邮箱：easygodubai@hotmail .com 
微信公众号：egodubai   服务监督QQ: 37579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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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迪拜长签去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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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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寻亲路”
          — 来自迪拜华人病榻上的呼唤 

今天迪拜海湾都报头条发布新闻：寻找老

人的家人，说起这位老人很多老迪拜应该不会

陌生，他是在 2011 年被迪拜警方在路边“捡到”，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 5 年前了，2011 年 3 月，在

迪拜大街上，一位老人晕倒在路边，发现是脑

溢血，被警方发现并收留在医院。

迪拜警察通过各方努力，仍然无功而返。

迪拜中华网经勉金龙律师的牵线，联系到专

管 rashid 区域的警察局 musad 中尉，震中在

2013 年 3 月 18 日前往迪拜拉希德医院，然后

有了后续的新闻跟踪报道。2013 年我们探望老

人的时候他是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插了喉管并

且因为身体机能衰退无法正常言语。医院称可

以免去所有费用。希望我们的爱心传递能铺起

他回家的路。

通过一个礼拜的跟踪报道，国内各大媒体

开始相应转载帮忙联系，很快我们联系到他的

家人，但是其中故事曲折，其实 2012 年就有

两位热心华人发过寻找老人亲属的信息，会员

dubaib6669 庞先生和他的妈妈，了解到了所有

信息，这两位热心母子还专门去过大连找张国

库老人的家属。

老人名：张国库，男，约 60 岁，家住东北，

最早来迪拜任某公司船舶工程师，也是包工头

之一，了解到老人对待务工人员很苛刻，貌似

大家对他的反馈普遍不好，抛家弃子 2000 年

初来到迪拜，在迪拜还有一位情人，因这些元

素，导致庞先生目前在大连没能说通老人原配，

原配大致意思是没法负担高昂医疗费用，再说

自从老人离家后就没想过再团聚，老人老婆和

儿子基本上是保证老人过世后能来拿回骨灰就

尽到义务。（清官难断家务事，请勿拍砖）

                                   （摄影 / 应震中）

上面这张照片是震中对老人问了一句“老人

家，你想回家么？”，老人激动的留下眼泪，不

管生前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情，这 5 年多来病

床上不能言语身不能动的折磨应该能够补偿，

2014 年至 2015 也有陆续很多热心人士来到医

院探望，老人家床头到现在还留着震中的联系

名字和电话，也希望通过媒体力量能有一个善

终，也希望我们的爱心传递能让老人尽快的回

家。

4 年前，

一位爱心女士知道了张国库老人的情况 ,

试图想为他做一些什么，

于是就拍了照片放在了网上，

确认了老人身份。

3 年前，

迪拜中华网进行了跟踪报道，

没有多久，

国内大型媒体报社加入宣传，联系上了老

人的家人，

但是。。。。。。

5 年了，张国库老人依然躺在病床上。

张国库老人的事情再一次的海外华人同胞

关注，

作为媒体人当时的意愿就是能做多少，就

做多少，

总不能再让老人这样一直把病拖下去，等

下去，

否则，只有在病痛的折磨中孤苦的离开人

世 ...

这期间，不断有爱心人士去看望关心老人，

并且送上各自发自内心的祝福。

因为这位老人的出现，

也再一次感受到了海外同胞的团结和爱心

的力量。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Advertisement   广告

12

Ⱨ汑१㽥鱞ꒋ솋葶텶ꝣࣿچ䌀䌀吀嘀葶襛얈Ό햋䒍⢍

吀攀氀⬀㤀㜀 㐀 㐀㔀㌀㤀㠀    䘀愀砀⬀㤀㜀 㐀 㐀㔀㌀㤀㜀
䴀漀戀　㔀　㤀㜀㈀㈀㤀㜀㠀Ⰰ　㔀㈀㠀㜀㌀㤀　　Ⰰ　㔀㔀㈀㤀㜀㠀㠀㠀
䔀ⴀ洀愀椀氀㨀㌀　㠀㠀㜀㈀㠀㜀㜀䀀焀焀⸀挀漀洀⼀最甀氀昀㌀㘀㔀䀀最洀愀椀氀⸀挀漀洀

䨀䤀匀刀 䄀䰀 吀䄀圀䄀匀唀䰀 

吀䔀䌀䠀一䤀䌀䄀䰀 匀䔀刀嘀䤀䌀䔀匀 䰀⸀䰀⸀䌀⸀

�豔襛얈𨰀ծ욉醘텶ꝣ腹ꝣ㙒چ汑兿쩓᪐꾋
葶襛얈๎ꑢȰݙ뺋چ
悗葶Ꝏ셔⢍쾑쩓ţ豛葕葶๔൧ꅒȰ
㕵욉㩧皘퉶ࣿ㙥୷䁢१ⵎ蝥醘厐쩓❫蹿节�얈֕

䠀䐀 䌀䄀䴀䔀刀䄀 䠀椀最栀 刀攀猀漀氀甀琀椀漀渀

㕵　㐀ⴀ㐀㔀㌀㤀㠀     儀儀㈀㠀㘀　㈀㘀㐀㌀  
䭢㩧　㔀㈀ⴀ㠀㜀㌀㤀　　  　㔀　ⴀ㠀　㈀㠀㈀  
　㔀㈀ⴀ㠀㜀㌀㤀　㠀
䔀洀愀椀氀最甀氀昀㌀㘀㔀䀀礀愀栀漀漀⸀挀漀洀
し䁗馟칗馟㑙љ豎籩刀䄀䬀䲈첀๔
         鹒汑ꑛ䐀䠀䘀　㠀

ᩎꅒ
㾖咀䮑ꮎ솋İ协쁨梈İ羕繻㍵梈
卢灓є筼㽥鱞獑䒍饥๎蝥
є筼ⵎ㾖ڇ톋൧ꅒ
ꡣ傃ᡏ쁹悗멎ፎᩎ豑汑N慧馟൧ꅒ
큣魏є筼㽥鱞㽥噻쩓є筼啓솋ةꕣ

卢灓ڇ톋൧ꅒ汑



13

Looking over Dubai  Creek, 
n e w  b u i l d i n g  T h e  To w e r 
w i l l  s t a n d  h i g h e r  t h a n  i t s  
n e i g h b o u r  t h e  B u r j  K h a l i f a .  
Detai ls  here…

It has just been announced 
that  The Tower,  wh ich w i l l  s i t  
a long the Dubai Creek,  wi l l  be 
a “notch higher ” than the Burj  
Khal i fa when complete.

Wi th  cons t ruc t ion s tar t ing 
soon, the targeted complet ion 
date for Emaar ’s latest project 
i s  2 0 2 0 .  W h e t h e r  i t  w i l l  b e 
ta l le r  than K ingdom Tower  in 
Jeddah (wh ich  w i l l  t rump the 
Bur j  Kha l i f a  and  become the 
w o r l d ’s  t a l l e s t  t o w e r  w h e n 
c o m p l e t e d  i n  2 0 1 8 )  h a s n ’ t  
been conf irmed, or denied, by 
Emaar.

Inspired by Islamic architecture 
and  par t  of  the  Duba i  C reek 
Harbour development, the tower 
that is inspired by a blooming lily will 
be an architectural and engineering 
marvel due to its eye-catchingly 
slender design, the delicate mesh-
like structure around it and, of 
course, its mammoth size. It will cost 
around Dhs3.67 billion to construct.

The architectural team confirmed 
that visitors will be able to go to 
near the ver y top of the tower, 
and will be able to stand on a 360 
degree viewing deck, while the VIP 
observation decks will “recreate the 

splendour of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Oh, 
and there will be balcony 
viewing decks that rotate 
around the tower. Umm, 
cool.

The new tower will, in 
the words of H.H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ruler of Dubai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AE, “be 
as great as the Burj Khalifa and Eiffel 
Tower”.

Exactly how tall the tower is will 
likely be revealed at its opening, but 
Emaar has confirmed that it will be 
taller than the Burj Khalifa (burn).

The  Duba i  C reek  Harbour 
development sits near the Ras Al 
Khor area of Dubai. The huge under-
construction suburb will feature eight 
million square feet of retail space, 
39,000 apartments and homes, 22 
hotels and another project called 
Dubai Twin Towers (these will be 
the tallest twin towers in the world, 
naturally).

It will also have a 4.5 kilometre 
Creek Boardwalk, which is sure to 
be a lovely area to walk around 
cons ider ing  how c lose  Duba i 
Creek Harbour will be to natural 
wetlands and the Ras Al Khor wildlife 
sanctuary (which is home to 67 
species of birds).

Here’s what the development will 
look like:

To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scale 
of the multi-billion dollar project, 
Dubai Creek Harbour will be twice 
the size of Downtown Dubai. Here’s 
a map showing the size difference 
(Downtown is the patch at the top, 
Dubai Creek Harbour is the area 
highlighted at the bottom):

“The Dubai Creek is the cradle of 
our heritage; an arterial lifeline that 
has underpinned Dubai’s growth,” 
said Mohammed Ali Rashed Alabbar, 
the Chai rman of  Emaar,  when 
discussing the location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w i l l  b e 
pedestrian friendly and connected to 
several transport modes. There will 
also be a new Creek Bridge linking 
the two banks of the Creek, as well 
as eco-resorts, landscaped gardens 
and water features.

The design for the bold building 
was approved in early February by 
Sheikh Mohammed.

He was shown a display of six 
proposed designs for the building, 
and he chose the work of Spanish-
Swiss ‘starchitect’ Santiago Calatrava 
Valls. Other designs by Valls include 
the Chicago Spire Tower, the Sharq 
Crossing in Doha, the Museum of 
Tomorrow in Brazil and the Peace 
Bridge in Canada.

焦点   英文站

The Tower Dubai will be taller than the Burj Khal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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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迪拜中华网 

华人闯迪拜：
   “漂”在奢华之外，风光背后也有风险

高耸云端的哈利法塔、金碧辉煌的帆船

饭店、开着豪车与私家飞机的中东王子……

一提到阿联酋的迪拜，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常

常是这样梦幻般的奢靡景象。怀抱“淘金梦”

来迪拜闯荡的中国人被称为“迪漂一族”。人

们对“迪漂”很好奇，有人说，迪拜“遍地是黄金”，

没有学历的人来此干上三五年后就能回国买

房、买车，所以与其当“北漂”“上漂”，不如

当“迪漂”。如今，在迪拜的中国人已超过 20

万。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迪

漂”们讲述了各自的酸甜苦辣。有的认为“迪漂”

生活没传闻中那么美好，有的因不适应而选

择离开，也有的发展很好，并看好迪拜的未

来。

中国人在迪拜不再只卖沙发套

沈女士 1998 年第一次来迪拜，沙漠都

市的繁华让这个思维敏锐的浙江商人很快意

识到，这里蕴含着财富与机会。她很快就开

始了在中东的“淘金之旅”。沈女士告诉《环

球时报》记者：“我一开始卖沙发布套等小

商品，迪拜人觉得中国产品又便宜又实惠，

所以我们的生意也很好做。”她觉得 20 年前

迪拜的“钱特别好赚”，石油给迪拜带来巨大

财富，外国人去了创业门槛低、竞争少，而

中国的产品价格也很有优势，“在中国 6 元

一 瓶 的 香 水， 在 迪 拜 批 发 价 都 可 以 卖 到 合

45 元，利润很高。”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

人也不多。

随着 2004 年迪拜“龙城”商场一期开业，

沈女士经营的产品也从沙发布套变成手机、

充电宝等电子产品。在迪拜有了“第一桶金”后，

她和几个朋友决定把生意“升级”，在深圳工

厂下单，用比国外低得多的成本生产出 MP3

等电子产品，然后再转销到中东。类似沈女

士这样“淘金者”的故事每天都在迪拜的“龙城”

上演。这座形似巨龙的建筑是中国大陆以外

规模最大的中国商贸中心，占地面积超过 18

万平方米，里面几乎全是中国人开的商铺与

公司。大到发电机、汽车配件、装修建材，

小到衣服配饰、毛绒玩具和造型前卫的工艺

品，各式各样的货品琳琅满目。“龙城”旁边

就是中国远洋航运公司建设的一座大型物流

中心，大片的仓库专门用来协助运输和储存

来自中国的货物。

迪 拜 是 中 东 地 区 的 一 个 经 济 和 贸 易 中

心，也是连接东西方资本的纽带。阿联酋政

府官员已表示会推出更多优惠政策，营造更

好的营商环境，从中阿共建“一带一路”中得

到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果。 据 美 通 社 报 道， 截 至

2015 年，已有 200 多家跨国从事油气、电子、

重型机械、工程、建筑、汽车等行业的中国

公司选择迪拜为中东地区的业务“大本营”。

按 沈 女 士 的 说 法：“ 沙 特、 阿 曼、 也 门、 卡

塔尔等周边国家商人也来迪拜进货。我们也

把迪拜当成商品‘中转站’，把货物转运到伊

朗等国家销售，在那些国家我们的利润更高，

在伊朗的利润率甚至可以达到 80%。”华人

和中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催生了迪拜旅游业与

服务业对中国籍雇员的强劲需求。面对中国

人日益增加的购买能力和出国旅游潮，阿联

酋航空公司和迪拜各大商贸中心都招募了大

量会说普通话的服务人员。在帆船饭店和其

他五星级饭店里，可以看到中国服务生和中

国厨师的身影。

对于大部分年轻一代“迪漂”来说，沈女

士说的 20 年前“赚钱很容易”的创业环境已

经发生变化。沈女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

们那批来这边打拼的人，生意大都做起来了。

但才来的小年轻就没那么容易了。一方面，

他们没有足够的‘本’，前几年中国商人内部

很爱搞‘价格战’，没本钱是拼不过在迪拜扎

根多年的老板的。另一方面，早去的在当地

都有相当多的人脉资源，新来的创业者再挤

进市场相对就很难。比如我和迪拜的几个王

子关系很好，可以在他们开的几个大商场里

卖我们的货，但现在新去的小年轻肯定做不

到这一点。”近年来迪拜华人生意中的“价格战”

波及玩具、服装、建材等多个领域，尤其是

2012 年之后，许多商家的利润率都出现下

滑。与此同时，巴林等其他中东地区国家建

起类似“龙城”的中国商品贸易中心，这使得

前来迪拜批量采购的外国客源有所下滑，创

业难度进一步加剧。

新一代“迪漂”不满足只做些商品交易，

有的也选择“先打工、后创业”的道路。33 岁

的黄鑫 2008 年从北京来到迪拜。他告诉《环

球时报》记者，刚来时他曾做过草坪工、工

程监理，“这些活当时每个月收入不到 4000

元人民币”。而黄鑫的好友沙沫学过中医，

刚来阿联酋时，他当过临时翻译、导游，修

过电脑，调过卫星电视，住的也很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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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得搬一次家。沙沫告诉记

者：“这其实也是很多华人在迪拜真实的生

活状态。”

即使比较火热的旅游业，底层打工族的

收入也差强人意。据吴彤介绍，华人饭店服

务生一个月薪水也就合 3000 元人民币，而

且工作非常辛苦。一些被采访者还提到，近

年来迪拜经济风光的背后也有风险。据阿联

酋《海湾时报》近日报道，由于迪拜高档饭

店数量持续增多，且油价下跌导致饭店市场

需求萎缩。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

日将阿联酋纳入“负面观察名单”，并预计今

年阿联酋政府收入将大减 27%。

“迪漂”加深阿联酋人对华认知

无论混得好还是坏，有一个事实“迪漂”

都心知肚明：永远不可能获得阿联酋的公民

身份。那些阿联酋本国公民所享有的社会福

利和传说中极尽奢华的生活方式，对华人而

言就像是隔岸的花朵，只是“看起来很美”。

在迪拜 200 多万常住人口中，只有大约

1/10 是阿联酋公民，其余都是“借”来的外国

劳动力，而其社会也被人们心照不宣地分为

三个等级：阿联酋人、高层外籍人士和底层

国际劳工。本地阿联酋人无疑是最幸福的，

即使不工作，每月也有政府补贴，他们正是

网传中那些开豪车、养虎豹为宠物的中东“土

豪”。高层外籍人士一般是那些高薪聘请的

专业人士，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在大型公司

做管理或从事医生、教授等既体面又高薪的

工作。而绝大多数服务业都由外籍劳工承包，

比如在机场咖啡店服务的是菲律宾人或尼日

利亚人，在卫生间拖地的是尼泊尔人或苏丹

人，开出租车的是巴基斯坦人，而来自孟加

拉国的工人总会冒着 50 度的高温在建筑工

地挥汗如雨。在这个豪车遍地、奢侈品琳琅

满目的城市中，一个孟加拉国建筑工人的月

薪合人民币还不到 2000 元。他们常常群居

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甚至睡着大通铺。一

位曾在迪拜工作过的媒体同行说：“在迪拜

光怪陆离的摩天大楼之下，隐藏的是无数外

国劳动者卑微、忙碌的身影。”

沈女士的儿子小雨告诉《环球时报》记

者：“来自不同国家的‘迪漂’大多都生活在自

己族群的小圈子里，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一

条‘鄙视链’。阿拉伯人和欧美人看不起亚洲人，

特别是来自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

劳工更受人轻视。只要在迪拜生活过几年，

你就会发现这个现象非常明显。甚至连中国

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小雨上初中时来到迪拜，

但母亲生意上的成功却并没有让他喜欢上这

座城市。在迪拜生活了几年之后，他感到越

来越“压抑”。小雨抱怨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迪拜极其繁华、奢靡，但其实那样的生活离

我们华人很遥远。大部分‘迪漂’聚居在离‘龙

城’不远的‘国际城’中，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

两点一线，非常单调、无聊。在迪拜，很少

有华人能突破族裔的小圈子，真正融入到阿

联酋的主流社会中去。”

很多“迪漂”不认同小雨的说法，吴彤就

是其中一个。在她心里，迪拜是一个少有的

“开放、包容、国际化”的城市。吴彤说：“在

这里来自上百个国家的人能和平相处，而很

少有文化冲突发生。不过，这要求我们要有

一个思维的转换，用国际化的思维去处理工

作和生活中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

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和个人价值，才更容易融

入主流社会。不过，只要肯努力，有创新，

有激情，这座城市还是有大把的好机会。”

经 过 多 年 打 拼， 沙 沫 如 愿 做 起 老 本

行——在迪拜一家诊所做中医。来看中医的

阿拉伯病人很少，但有中国、菲律宾和一些

欧洲病人来就诊。阿联酋电视台 MBC 前不

久还采访过沙沫，节目播出后，甚至有周边

国家的人打电话咨询中医的情况。沙沫的困

惑是：“阿联酋没有移民政策，所以即使在

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也依然会有一种‘漂’的

感觉。我也一直在回国和留下之间挣扎。”

事实上，对很多“迪漂”来说，回国与否

一直是两难之选。小雨 4 年前下决心回到国

内，因为他觉得中国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早

已超过迪拜，自己想做影视文化产业、拍纪

录片的想法在国内也许会更容易实现。吴彤

决定留在迪拜，因为“还是喜欢这里多一点。”

还是沙沫说得好：“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回国，

每天又有更多年轻人被它吸引而来。也许这

就是迪拜。”

“迪漂”的存在加深着中阿两国的交往。

“龙城”二期 2 月 9 日晚举行开业典礼时，阿

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以及

王储哈姆丹等出席典礼，还与当地华人华商

共庆春节。在阿联酋政府部门工作的阿卜杜

拉·阿萨比说，他常去“龙城”，二期开业证明

了华人在阿联酋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此外，在迪拜的华人群体也让阿联酋人

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认知。

扫一扫，参与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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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联酋提供 VoIP

（网络电话）服务是阿联

酋通讯公司 Etisalat 和 du

的特权。

阿 联 酋 的 电 信 运

营商已经封锁了一个流

行的社交消息应用程序

Snapchat 最近推出的语

音和视频通话功能。

最 新 更 新 的

Snapchat 2.0，让用户可

以在对话框中一个按键立

即开始视频通话。

这项新功能却违反了阿联酋关于 VoIP（网

络电话）的规定——不允许第三方应用商提供

基于互联网的语音及视频通话功能。

Snapchat 2.0 的新功能刚上架几天就被阿

联酋电信运营商们禁止了。

在阿联酋 24/7 的一份声明中确定了此项举

措，迪拜电信运营商 du 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希

望提供 VoIP 服务的公司，需要在这方面与阿联

酋的特许服务供应商进行协调。”

在阿联酋，只有 Etisalat 和 du 这两家运营

商有资格提供这些服务。

Etisalat 在发送到阿联酋 Barq 的一项声明

中强调，根据国家电信方面的规定，提供 VoIP

服务是它们的特权，其他想要提供该项服务的

公司都需要与他们进行协商。

在阿联酋 24/7 的声明中，阿联酋电信管理

局澄清了该国去年基于 VoIP 服务的立场。

虽然该项声明是在禁止 WhatsApp 的语音

通话之后发出的，TRA（电信管理局）表示该

政策适用于任何语音服务。

阿联酋电信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网络电

话是阿联酋的受规管活动的一部分。电信管理

局有权提供这项服务的特许经营资格。希望提

供这项服务的公司需要与他们进行协商。”

“电信管理局强调了其在此方面的监管作

用，特别是对提升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基础设施，智能城

市和智能政府的基

础，并确保阿联酋

在全球标准中的领

先地位。”

使 用 VPN 来

访问受阻服务是违

法的

即使阿联酋的

TRA 明确指出，访

问不是由被许可人提供的其他 VoIP 服务是违

反政策的，一些用户仍然继续使用虚拟专用网

（VPN）的服务，以连接到受阻的电信服务。

虽然使用 VPN 本身不是违法行为，但是使

用它来访问被禁止的服务或内容却是不被允许

的。

“篡改互联网网络是一种犯罪行为，”上校

赛义德·哈伊里，迪拜警方网络犯罪部主任，在

2015 年 3 月说。

去年迪拜警方表示，嫌疑人一旦被投诉，

就可能被警方监视三、四年之久。

本文未完，扫一扫，了解更多信息

Snapchat 语音及视频通话功能受限
使用 VPN 违法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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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开始变热了？
5 个确定迹象表明，阿联酋即将迎来夏天

现在可能是还会下着毛毛细雨，但它一定

会越来越热。

据国家气象局的最新数据，气象和地震国

家中心，它是晴间多云，但会出现气温上升。

“四月期间，太阳显然是朝着赤道以北，一

天的时间长度增加，导致气温逐渐上升。”

＃ 1。地球村即将关门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 迪拜第一个户外目

的地将于 4 月关闭

＃ 2。你不会再想要在驾驶中摇下车窗

当你行驶的时候凉风吹拂着，那是极好的，

但是现在好日子结束了。

＃ 3。淋浴的水是自然晒温的

过去的几个月里，你的淋浴器切换到热水

器一段时间，但现在不会了。水会重新变成自

然晒温的，很快你就会采取淋浴冷水然后关掉

热水器。

＃ 4。闹铃响起的时候天不再是黑的了

早上 6 点醒来的时候，外面还是一片漆黑，

但在过去的这一周左右开始慢慢的变化。早晨

变亮越来越多 - 而且它很快将在六点的时候阳

光明媚

＃ 5。当你走出们的时候你的眼镜将会起

雾

你知道的，现在又到了那个时候。当你从

车里，家里或办公室走出的时候，你的眼镜蒸

汽又会蒙上一层，什么也看不清了。

是的，夏天会在这里再次停留几个月，让

我们充分利用了光和热量。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

     炎热的夏天来了，别害怕，迪拜

中华网教你轻松度过！清爽链接：（扫

描标题下方二维码即可阅读）

   

【迪拜的夏天来了，姑娘们何不长裙

落脚……】

【顶级迪拜水上乐园 爱上这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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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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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 / 代购税改新政策今日起实施

在迪拜生活的朋友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帮

国内的朋友做一些迪拜代购，但是由于最近新

出台的一些关税税收政策，朋友们可能对一些

商品的税收更爱情况不是很了解，不管你是海

淘、代购还是给家人带回国礼物，都可以参考

本页提供的关税税率，这样如果被税了也心里

有底。

2016 年 3 月下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先后

下发了三个文件：《关于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和《我国家将自 4 月 8

日起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病调

整行邮税政策》，简单来说，自 4 月 8 日执行

关税新政策起，个人代购和自用包裹仍然适用

行邮税，低于 50RMB 免征，但税率从 10%、

20%、30%、50% 四 档 变 成 了 15%、30%、

60% 三档。

2016 年 4 月 6 日，海关总署更新了两个重

要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表》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

这是行邮税的政策依据，未来自用包裹和个人

代购预计均会照此执行。

近日，国内著名的几家跨境电商平台纷纷

打出“最后的免税时代”的促销口号，海淘者们

纷纷剁手囤货试图在税改实施前享尽这最后的

利益。

4 月 8 日起，我国将实施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税收政策，同步调整行邮税，取消了税费 50

元以内免税等政策，跨境电商将告别“免税时代”，

使用“跨境电商综合税”

代替行邮税。

新政出台半个月

来，关于之后跨境电商

的利益走向早已成为

国人关注的焦点，跨境

电商是会随着税改的

新政消失在人们的视

野内，还是会找到其他

出路？

商品涨价？降价？

对于大多数海淘爱好者来说，价格无疑是

他们选择跨境电商购物时最看重的地方。那么

在新政之后，海外商品的价格将会出现怎样的

波动呢？

新浪科技对税改前后相关商品税费进行了

对比 ( 如上表 )，由此表可以看出，价格上涨较

为明显的主要集中在此前低于 100 元的化妆品

品类，而对于一些价格高于 100 元的个人洗护

类产品价格反而会出现大幅的降低。

对此，京东全球购负责人和洋

码头 CEO 都表示，新政对于整个跨

境电商行业在短期内还会有一定的影

响，价格上涨已成定局，但是相对于

传统贸易还是有很大优势的，所以长

期来看该行业仍旧处于上涨趋势。

个人代购回暖？

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上出现的

个人代购一直是政策的监管难题。在

跨境电商时兴之后，因为价格补贴和

平台信誉度的原因，个人代购进一步

的受到了挤压。然而新政出台，中国

跨境电商论坛副秘书长李鹏博认为这将给个人

代购带来不少优势。

中国跨境电商 50 人论坛轮值主席张宗涛

也表示：“一开始做跨境试点城市就是为了解决

境外购物和海淘代购、跨境直邮的问题，这也

是最早做保税模式试点的初衷。但是新政一出，

试点工作恐怕就要踩刹车了。”；“新政一出，等

于是把以前控制住的出境购物和海淘代购的现

象又重新激活了，很可能就会回到之前的状态，

可以说是等于一次倒退。”

对于上述说法，中枪企业纷纷将希望寄托

在将于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启用的海关总署新快

件通关管理系统。蜜芽 CEO 刘楠认为，海关毫

无疑问不希望把跨境的订单推回到个人代购和

水货渠道，“根据海关总署新快件通关管理系统，

个人海淘的效率和体验会下降，抽检率会上升，

买家被税的几率增加，这点上利好保税区自营

备货”。

跨境电商行业洗牌？

目前跨境电商以物流方式分为保税备货模

式和跨境直邮模式，二者区别在于先有货还是

先有订单。保税备货，即先将货物囤在保税区，

消费者下单之后再配送至客户；而跨境直邮，

是指消费者下单后，商家在国外采购货物，统

一打包入境清关后，再配送到消费者手中。对

于消费者来说，保税备货模式凭借物流速度快

这一优势一度占据了跨境电商的半壁江山。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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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价格相对便宜、需求量高的商品，被称为标品或“爆款”。新晋商家

通过标品打价格战吸引用户成为跨境电商们的重要推广手段，而此次税改

之后，100 元以下的化妆品、个人洗护都将出现较大的涨价幅度。张宗涛看

来，这将让消费者丧失对这部分商品的购买热情，对保税备货模式产生很

大伤害。

商务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部副主任张莉则认为：“当前跨境电商企业都

不赚钱，此时进行税改意味着这个行业的无序竞争该到头了，那些用投资

想做完了以后套一笔钱就走的风险投资，包括捞钱的都应该及时收场。”

当价格优势减少后，如何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提升物流体验将成

为跨境电商巨头的博弈焦点。

（关于详细的进境物品归类表及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可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网页查看或下载。）

扫一扫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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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惊现挖到金元宝骗局

接到迪拜林女士的电话，说最近她的朋友

在迪拜接到挖到“金元宝”行骗案例，这些老把

式骗局几年前在国内都属于老套路了，没想到

这里又开始出现踪迹。

一般行骗人都说在工地上施工挖到很多古

币，当然在迪拜也只能说古币，说是金元宝（呵

呵，太夸张啦！）。挖到后说啥呢？借口很多，

要不说你门路好，看能否帮忙，再有就是说出

境携带不方便，如果有懂行的人，就便宜卖掉，

开始唱双簧背台词目的是想把钱骗到手，或是

说想邮寄回家但被拒绝，希望暂时存放在您的

家中，并承诺暂存一段时间后会给被害人一些

古币作为报答。然后乘机找借口要一定现金作

为盘缠或资金周转，受骗人的心理是有这么多

古币在家里还怕他跑了吗？也就达成被骗的前

奏条件！

另从个别群里也了解到，还有好几位在阿

吉曼朋友，他们也接到类似电话，有说自己是

某某城市的，现在在阿吉曼做工程，挖到很多

古币钱币，听说您是某某，人脉广，所以请你

帮忙。这里提醒所有在阿华人，请接到电话第

一时间记住手机号码，可直接报警，也请多扩

散预防，杜绝骗局维护在阿华人形象！

扫一扫   了解更多

迪拜中华网    

在迪拜乱扔垃圾小心了，天上的无人机盯着你呐

迪拜市政府的垃圾管理部

门将部署无人机机队，在全市

范围内监督乱丢垃圾的行为。

目前，只有一架无人机已

投入使用，而另两架无人机将

于今年晚些时候加入。这些无

人机将在垃圾站、海滩，以及

沙漠露营地等场所监督乱丢垃

圾的人。

在迪拜，无人机的这一新

角色很重要，因为迪拜关于禁

止乱丢垃圾的法律非常严格。

如果某人屡次在街头乱丢烟头，那么可能

会被处以数百美元的罚款。类似地，街头随地

吐痰可能也会招致高额罚款。

迪拜垃圾管理处负责人阿卜杜尔·塞法伊

(Abdul Majeed Al Saifaie) 表示：“这些无人机

带来的最大帮助在于帮我们节约时间。我们不

再需要派出市政人员上街巡逻，无人机可以在

短时间内迅速飞到各个地点，向我们提供数据

和高清照片。”

不过，迪拜采用无人机去

执法并不意味着这里将成为无

人机爱好者的天堂。迪拜禁止

用户在夜间使用无人机，同时

也禁止在大楼、人员和机场附

近放飞无人机。无人机的商业

应用目前仍被禁止。

扫一扫   了解更多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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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100DHS

送 30DHS优惠券热线 Free line : 04 5538689

环境清爽干净，星级标准

 5 种口味的锅底供你选择，满足吃货的各种口味要求

打造超值的、最受客户喜爱的时尚火锅，引领火锅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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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10 日当地时间下午 4:00，由

中国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主办，阿联酋广东商会、阿联酋潮汕总商会承办，

迪拜中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协办的“汕头华侨经

济文化合作试验区迪拜推介会”在迪拜 Radisson 

Blu 酒店会议厅举行，出席该活动的有中国驻迪

拜总领馆经济参赞室金磊参赞、中国驻迪拜总

领馆徐海风领事及各商协会。

（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经济参赞室金磊参赞）

（汕头市招商局张楚丰副局长）

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侨乡，海外潮汕籍侨

胞达 1000 多万。

2014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

在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充分发挥华侨华人资源优势，把华侨试验区建

设作为汕头经济特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建

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重大举措。

开展先行先试，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对外开放探索新路。

（左起：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徐海风领事，阿联酋广东商

会副会长、阿联酋潮汕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张海士）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处于汕头经

济特区核心地带，区位条件优越，比较优势突出，

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和潜力，规划面积约 36 平

方公里。

在主办方介绍了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

验区的基本概况、发展现状及投资方向之后，

驻迪拜总领馆经济参赞室金磊参赞及阿联酋广

东商会副会长、阿联酋潮汕总商会常务副会长

张海士相继在会上发言。首先对主办方选择迪

拜做推介表示欢迎以及感谢，随后表示了对该

项目的支持，并呼吁广大的迪拜华人华侨回汕

头投资兴业，共享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

和发展红利。

（汕头市招商局张楚丰副局长与阿联酋广东商会、阿联

酋潮汕总商会交换礼品）

相信本次推介会会推动在迪拜华人华侨，

更愿意把自己在海外积累到的经验和资源投入

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会议在阿联酋领导与阿联酋广东商会、阿

联酋潮汕总商会领导班子合影后圆满结束！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迪拜推介会圆满成功！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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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10 日当地时间晚 7 点，“阿联

酋迪拜湖州商会 2016 年会暨湖州市政府经贸代

表团招待会”在迪拜香格里拉酒店盛情召开。中

国驻迪拜总领馆、湖州市政府代表及阿联酋各

商会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前日举办的“阿联酋迪

拜湖州商会 2016 年会”圆满成功！

在会上，湖州市政府李建平副市长以及中

国驻迪拜总领馆经济参赞室金磊参赞都发表了

精彩的演讲。同时，中国贸促会首席代表张喜

敬也参与了此次招待会。阿联酋迪拜湖州商会

陈建国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对所有参会人员

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阿联酋迪拜湖州商会 2016 年会招待会收到

来自各地政府、商会发来祝贺，感谢中国驻迪

拜总领馆及各大商会对阿联酋迪拜湖州商会的

支持，更好地响应了“一带一路”政策，为湖州

企业走出来做好商会带头作用，引领商会企业

迈向中东市场。

会中还举行了隆重的授牌仪式，浙江省湖

州市李建平副市长给阿联酋湖州商会新增领导

班子颁奖。

在参会代表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中，海内

外华人共同举杯，共祝阿联酋迪拜湖州商会及

其他在阿联酋的华人商会都能在接下来的更多

年里，发展的越来越好，让华人在阿联酋有更

大的影响力。

阿联酋迪拜湖州商会 2016 年会招待会
迪拜中华网      文 / 迪拜空

扫一扫   了解更多

迪拜刚说要收基建费，沙迦也坐不住了……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

2016 年 4 月 4 日，沙迦政府官方通讯社向

媒体告知，沙迦国际机场将实施和迪拜国际机

场类似的新政策，针对通过沙迦国际机场离境

及中转的旅客征收每人次 35 迪拉姆的机场建设

维护费。

在迪拜王子签署并颁布新的向旅客征收机

场建设费后，沙迦政府也宣布将和迪拜政府一

起，在沙迦国际机场实施相类似的政策。

决议指出，沙迦国际机场将向离境及中转

旅客征收机场建设维护费。和迪拜上周颁布的

政策类似，针对 2 岁以下儿童，空乘人员及搭

乘同一航班经停的旅客，将不征收机场建设维

护费。

报道中并未提及这一新征收费用将如何收

取。 通常情况，在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将在旅

客订票时在票款中收取这一费用，而不由机场

管理部门直接向乘客收取。

据悉，到目前为止，和阿布扎比国际机场

类似，从沙迦国际机场已向离境的旅客征收了

75 迪拉姆的机场服务费和 5 迪拉姆的安检费。

记者稍后向阿布扎比国际机场的一名发言

人询问是否会和迪拜国际机场一样征收同样的

费用，目前还未有明确答复。

沙迦国际机场是在阿联酋境内第三繁忙的

国际机场，位居迪拜国际机场，阿布扎比国际

机场之后。 2015 年全年，其旅客流量为 950

万人次，其同时也是廉价航空Air Arabia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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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免税地区的迪拜，一直是购物狂的最爱，这里不止价格诱人，商圈还各尽特色。迪拜既有全球最大的购物商场，也云集了全球知名

设计师的精品店，所有这些都是购物狂剁手的理由。我们将分为上下两篇，为你详解迪拜的购物地图。

搜罗迪拜各大购物中心，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在这座城市，购物是一项课业，要做足功课才能获得累累硕果。以下这三家购物中心，之

所以成为众多商场中的佼佼者，是因为它们各有千秋。

迪拜购物中心出售丰富多样的商品，从服装到鞋类、纪念品到食品，家居再到饰品， 1000 多家零售商店会让你挑到眼花。其中包括最

受青睐的高街品牌店，例如 Topshop、 Zara 和 COS，以及布鲁明戴尔 (Bloomingdale’s ) 百货商店和老佛爷百货 (Galeries Lafayette) 

商店等。这一次，你绝对可以放开买买买了。

目前正值 2016 春夏季服饰上新，只要你及时关注

商场官网，就不会错过新品和折扣信息。迪拜购物中心

部分品牌上新表：

作为免税地区，迪拜的一些名牌商品在进口的时候关税非常低，许多

游客来到这里都会选择购买名表，促销时价格能比其他地区便宜近 1/3。

看到这些金光闪闪的手表，有没有勾起你的购买欲望。

迪拜购物中心

地址：Sheikh Zayed Road, Dubai      官网：www.thedubaimall.com

买买买，购物狂的迪拜攻略（上）

一览众山小，全球购物中心之最

迪拜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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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奥特莱斯商场

地址：Dubai Al-Ain Road (Route 66), Dubai

电话：+971 [0] 4423 4666

官网：dubaioutletmall.com

阿联酋购物中心是迪拜的人气购物地点，虽面积不及迪拜购物中心，但在这里逛上一天也会意犹未尽。诸多设计师品牌入驻，是许多年

轻人独爱它的理由。这里汇集了超过 560 家国际顶尖品牌商店，此外商场还拥有设计师品牌商店，不能错过的是 Boutique 1，这里集合了

世界著名设计师的精选产品，贝克汉姆妻子维多利亚的设计品牌区也设在这里。来到 Boutique 1，别忘了来这里欣赏这位英国时尚教主的

设计。

虽然迪拜是免税地区，名贵的奢侈品已经物超所值，但迪拜奥特莱斯仍然在商品原价

基础上再贴上诱人的折扣标签，让人不禁涌起购物的冲动。

迪拜奥特莱斯商场入驻 240 家商店，1200 多个品牌在此热销。你可以在这里买到 1-7

折的商品，其中不乏 Burberr y、DKNY

这 种 奢 侈 品 名 牌， 也 包 罗 Mango、

Aldo 这样的高街折扣店。总之到这里，

看到心爱的商品，买买买就对了。

来到迪拜奥特莱斯商场，到处都是

“SALE”的标志，虽然一些物品不像一般

购物中心那样摆放整齐，但在诱人的价

格面前，没有什么能阻挡你掏出钱包。

著名的哈维·尼克斯百货（Havey Nichols）是起源于伦敦的老牌奢华百货公司，这里为你传递英国尊贵的生活方式理念。位于阿联酋

购物中心的这家哈维·尼克斯百货，也是英国本土外最大的一家分店。店内的化妆品、服饰、家居以及珠宝手表，都极尽奢华。横跨三层，

面积达 136,900 平方英尺的哈维·尼克斯百货，会让你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欧风时尚。

单看这别致的橱

窗，是不是就已经让

你动心。

阿联酋购物中心    地址：Sheikh Zayed Road, Dubai       电话：+971 [0] 4409 9000      官网：www.malloftheemirates.com

全球时尚风向标

精明派最爱的大折扣在这里

阿联酋购物中心

迪拜奥特莱斯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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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zar 公园迪拜摄影外拍 ---- 剪个影   佛说放下  ▲

夕阳无限好，手机随拍   伊心阁 ▲

 Mamzar 公园迪拜摄影外拍美女 CICI。。。沙漠出品   应震中  ▲

Mamzar 公园迪拜摄影外拍美女 CICI        阿平出品   ▼

谈恋爱的黑袍  jzhif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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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作品    嘉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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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真是“好事多磨”的外拍摄影活动。原本活动定在 4 月 1 日，可是当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所以我们只好把活动延后至今天，还好今天天

气超级给力，我们的摄影活动在人山人海的 Mamzar Park 顺利举行啦。

专业的摄影师们的阵势真是把小编都吓了一跳，希望今天的拍摄交流活动给你们带来收获哦！

还要感谢我们的专业模特小奕同学，以及迪拜中华网的忠实会员美女媛媛，也希望后面摄影师们分享出来的照片你们会喜欢 ~ 也让我们大家都养

养眼哦！

不多说啦，合照来也！摄影师们别忘了来交作业哦！

查看更多花絮

2016 年 4 月 8 日迪拜华人Mamzar 公园外拍摄影活动花絮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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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2016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4:00 迪拜世界贸易中心集合，请提早到达

集合点

【活动地点】： 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re

【集合地点】： 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re，地铁红线直达

【交通方式】： 自行前往，没有车的朋友报完名请留言，是否需要顺风车，工作人

员会尽力安排

【缴费标准】： 免费，请网上报名，以便工作人员准备足够数量的小国旗，有时间

调整等问题时及时联系大家

【温馨提示】： 可以自备望远镜

【报名方式】： 点击帖子内：我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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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 2016 年 4 月 22 日早上 9：50 集合，过时不候，请提早到达集合点。

【活动地点】： 拉斯海马冰岛水上乐园

【集合地点】： 迪拜 24 超市后面集合

【交通方式】： 豪华大巴

【个人装备】： 请游泳装备和防晒霜！

【缴费标准】： 网站报名 35 迪拉姆，如果是私下报名费用 50 迪拉姆，谢谢支持组

织方工作！（请网上报名）（含车费，门票自理）

【温馨提示】： 海外华人是一家，相聚是缘份！

【报名方式】： 点击帖子内：我要参加

【活动电话】： 微信号：dibaichi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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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门票 175 迪拉姆一个人，如持有如意金卡可享受折扣，差不多是买

一送一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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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29 日迪拜华人赴世界贸易中心 2016 乒乓球亚洲杯为中国队加油报名帖

 #high 起来#2016 年 4 月 22 日迪拜华人赴拉斯海马水上乐园报名帖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扫二维码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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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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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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报名热线：

04 269 3636   05 618 1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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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家长：
Dear Parents，

2015—2016下学期注册即日开始，优惠时段为2016年01月10日—2016年01月31日；具体优惠如下：
It is to register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6，the Admission Period is from 
10/01/2016 to 31/01/2016.

凡在该优惠时段注册的老生学费享受8.5折优惠；
Any re-enrolling student registers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get 15% tuition off；

凡在该优惠时段注册的新生学费享受9.5折优惠；
Any new-enrolling student registers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get 5% tuition off；

另外，为加强新生的宣传招收，新生3人团报学费享受8.5折优惠。
To enhance the recruitment of new student，any 3 new-enrolling students
 register by group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get 15% tuition off.

注册方式：支付学位定金AED3000。
Registration Mode：Pay AED3000Advance Fee for Space reservation.

报  名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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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报名热线：

04 269 3636   05 618 1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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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家长：
Dear Parents，

2015—2016下学期注册即日开始，优惠时段为2016年01月10日—2016年01月31日；具体优惠如下：
It is to register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6，the Admission Period is from 
10/01/2016 to 31/01/2016.

凡在该优惠时段注册的老生学费享受8.5折优惠；
Any re-enrolling student registers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get 15% tuition off；

凡在该优惠时段注册的新生学费享受9.5折优惠；
Any new-enrolling student registers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get 5% tuition off；

另外，为加强新生的宣传招收，新生3人团报学费享受8.5折优惠。
To enhance the recruitment of new student，any 3 new-enrolling students
 register by group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get 15% tuition off.

注册方式：支付学位定金AED3000。
Registration Mode：Pay AED3000Advance Fee for Space reservation.

报  名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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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谢赫扎以德路边上唯一永久产权的公寓，是紧靠运河且拥有海景和Safa公园视野的舒适家园。喜达屋旗下顶级五星级品牌W 酒店，St.Regis 酒店(已运营) 和威

斯丁酒店与它比邻而建，并且有拉斯维加表演show，游艇码头，80家顶级品牌步行街，1个直升机起降台，在满足您舒适生活的同时，让您尽享娱乐和休闲，在快节

奏的迪拜为您建立宁静的港湾。目前已完工45% ，现场7000位工人同时施工，预计2017年7月交房。

一房 802尺 起价167万带一车位    二房 1315尺267万带一车位    三房1796尺452万送两车位

哈伯杜城  盛大开盘

运河和Safa公园海景                       工程已完工45%                         游艇港和步行街 

张尊隆  Call +971557756530   

Zhang@aquaproperties.com

预订付款10%   购买60天内付款10%  50%完工付款10%  60%完工付款10% 70%完工付款10%  80%完工付款10%   100%完工付款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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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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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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20%    交工 60%      工程已完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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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旅游   Travel



Travel   旅游

46

作为免税地区的迪拜，一直是购物狂的最爱，这里不止价格诱人，商圈还各尽特色。迪拜既有全球最大的购物商场，也云集了全球知名

设计师的精品店，所有这些都是购物狂剁手的理由。我们将分为上下两篇，为你详解迪拜的购物地图。

搜罗迪拜各大购物中心，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在这座城市，购物是一项课业，要做足功课才能获得累累硕果。以下这三家购物中心，之

所以成为众多商场中的佼佼者，是因为它们各有千秋。

城市漫步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蓝天白云下，漫步于迪拜市中心各个店铺。这里每一家店铺都个性十足，有些甚至在迪拜独有一家。最

近，城市漫步二期正式亮相，一排排欧式建筑会让你恍惚，仿佛置身于遥远的欧洲大陆。

扩张后的城市漫步，购物环境更加明朗，店铺也有增加，给游客更多游逛的空间。买一件私家珍藏，将是你来到迪拜难忘的购物经历。

热爱生活的你一定不要错过这家来自法国的家居店，这家有着 65 年历史的家居店，以自然清新的设计拥有着大批粉丝。从桌布到茶具，

从厨具到简单的室内装饰品，每一样都优雅端庄，买一样带回家，会给你的家锦上添花。

除了以上这些设计店之外，女性服饰店 Chantelle、Maje 也是人气很高的设计师店，Michael Kors 和 Tory Burch 这种耳熟能详的奢

侈品店也可以在城市漫步看到。如果逛累了，还可以在街边的咖啡厅或是野餐区休息放松，总之来到这里，惬意的购物体验将让你难忘。

城市漫步

地址：Al Wasl and Al Safa road junction, Accessible from Sheikh Zayedroad, Dubai

电话：+971 [0] 4317 3999

官网：www.citywalk.ae/

全球设计师钟爱地

为你的家粉饰浪漫

城市漫步（City Walk）

Degrenne

买买买，购物狂的迪拜攻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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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过了城市中心，尝试到海边来一次购物如何。The 

Beach 是迪拜著名的海边休闲购物中心，狭长的商区内，

集中了诸多独立小店。吹着海风，提包游逛，买来几个舒

心的物件将是惬意无比的事。

吹着海风游逛

The Beach

别忘了在给自己添置美衣的同时，也给朋友

选择富有迪拜特色的纪念品。在 The Beach 的

I Love Dubai 商店里，标有“Dubai”字样，或是

标志建筑的微缩纪念品五花八门，选择几款作为

迪拜旅游的一种纪念，十分有意义。

买特色纪念品的好去处

I Love Dubai

在 The Beach，还有来自德国的、为青春少女量身打造的顶级时装品牌 Escada Spor t，以色彩艳丽文明的比利时服饰品牌 Essentiel 

Antwerp，以及意大利的童装 & 女性服饰 Rober to Cavalli。全球各地的时尚品牌云集于此，一不小心就会让你被异国时尚风情扑个满怀。

            地址：Located in Dubai Marina opposite JBR between the Hilton and Sheraton Hotel                

            电话：+971 [0] 4317 3999                       官网：thebeach.ae/
The Beach

不管是气势磅礴的购物商场，还是玲珑又不失个性的独立小店，在迪拜这座时尚之都，你都会找到心中挚爱，将其纳入怀中。血拼迪拜，

从现在开始。

Deira City Centre
官网：www.citycentredeira.com/
 
Mirdif city center
地址：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Road, Dubai
官网：www.citycentredeira.com/
 
Wafi Mall
地址：Sheikh Rashid Road, PO Box 721, Dubai
官网：www.wafi.com/
 
Mercato Shopping Mall
地址：Jumeirah Beach Road, Dubai
官网：mercatoshoppingmall.com/ 

Ibn Battuta Mall
地址：located adjacent to Sheikh Zayed Road between interchanges 5 and 6
官网：www.ibnbattutamall.com/

除了以上这些精品店之外，隐藏在各大商场里的独立小店同样会给你惊喜。记住这些迪

拜商店，如果你还有时间和体力，不妨来这里继续寻找适合你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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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沙漠中用美元堆起来的城市。

想一想，都觉得十分遥远，但去过之后，

才发现了它更多的与众不同。

印象颇深！

先说说迪拜的绿化。说到绿化，马上使

人想到挖个坑，浇上水，把树苗往里一放，

培上土，压压结实，再浇点水，就大功告成了。

在迪拜，如果按这种方法去种树植草，死亡

率肯定是百分之百，因为迪拜是个沙漠城市，

实在太缺水。迪拜种树植草，先要铺上设备，

即先在平坦的沙子上面放上弯弯曲曲的黑色

细橡胶管，能定时渗水，然后再放草坪和树

木，才能先保证草、树不干死。

从下飞机到宾馆，一路上树木高大挺拔、

枝叶茂盛、绿荫成片，绿茵茵的大片草地、喷

水池、开满鲜花的灌木丛，让人目不暇接，甚

至感觉不到它是一个沙漠城市。在这一片鲜亮

绿化的背后，其实有着鲜为人知的事实：在迪拜，

绿化的费用高得叫人无法想象！要种活一棵树，

一年的维护费用就高达一千美元，一平方米的

草坪，一年的维护费用要三百美元，路边这么

多的树，草坪面积这么大，要多少美元才能保

证存活？从迪拜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车程

要两个半小时，一路上所经之处，全是成排的

树木和成片的草坪，绿化成本得多高啊？除了

赞叹还是赞叹！这是去迪拜给我们留下的最深

刻的印象之一。

除了绿化用水，生活在迪拜的各色人群，

每天都要喝水、洗衣、做饭，需要用大量的淡水。

从迪拜到阿布扎比沿海都是大工厂，大部分是

海水淡化厂，小部分是炼油厂。

但阿布扎比国王不喜欢张扬，喜欢干些实

事，很低调。而迪拜国王喜欢让全世界知道，

他热衷于宣传，招募了世界各地的精英，因此，

迪拜有好几个世界第一：七星级帆船酒店花了

五年建成，其中两年半填海，两年半造大楼；

而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棕榈湾，以它的样

子像棵棕榈树而命名，更是花了十二年建成，

岛上有六星级的亚特兰蒂斯酒店，而且光别墅

就有几千套，每家门前都是海；世界第一高楼

哈利法塔有八百六十八米高，一百六十层，而

从地面到达一百二十四层观光层的电梯却只需

四十几秒；还有花四百亿美金建成的全球首家

F1 法拉利主题公园；在全球招募八十八国世界

顶级建筑师各自设计又各领风骚的鳞次栉比建

筑群等等，让人印象深刻！

迪 拜 游 散 记 
迪拜文学版：  文 / Lisa-liu



Life   生活

52

说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的工作

基本都是公务员、政府官员，工资待遇

优越，而外国人大多在为当地的迪拜人

打工、服务，收入只是迪拜人工资的十

分之一，而且这个国家没有移民政策，

外国人想娶一个老婆“入赘”，连门都没有！

除了工资待遇优厚，政府还全部免费提

供公民别墅、住房，甚至教育免费，医

疗免费，交通出行免费，让人惊叹！

当置身于世界第一高楼底楼，有

五十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富丽堂皇的购物

广场时，会看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不

同肤色的人，他们彬彬有礼、非常和平

友善。当地居民，男的都穿白色长袍，女的都

穿黑色长袍，经济富裕不富裕可以从穿的拖鞋

看出，如果拖鞋是皮的、质地非常好的，那就

可以断定这个白袍或黑袍来自于富贵家庭，反

之，就是普通家庭了。

由于外国旅游者的增多，迪拜增加了不

少旅游项目。比如说，七星级帆船酒店，旅游

团队必到的地方，它的所有房间都一样大，

一百二十七平方米，里边住的百分之七十竟然

都是——中国人！为了这大批的中国游客，七

星级帆船酒店特意招聘了一批中国服务员，专

门服务这些客户和中午到酒店品尝一顿自助餐

的中国旅游团队，而慕名前来用午餐的中国旅

游团队的预约要提前好几个月才行。而迪拜的

沙漠冲浪，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六七个人乘坐

丰田陆巡去感受沙漠越野的刺激，真让人大开

眼界！车队由引导车带路，在荒无人烟的沙丘

上左斜右倾，前后颠簸，甚至七八十度的直上

直下，充满惊险和刺激。大家一路惊呼，一路

尖叫，一路欢笑，一路感叹！有好多上了年纪

的老人也像小孩一样雀跃不已，返老还童。中

途，踩在细细的沙子里，抢拍沙漠落日的景象，

还可以手拿各色纱巾，摆出各种姿势，留住最

美的瞬间。

时间过得飞快，几天一晃就过去，但感受

却很深。当我们坐轻轨参观棕榈湾时，不时看

到直升飞机飞来飞去，到亚特兰蒂斯那儿降落，

一打听，原来这就是土豪的生活——叫直升机

就像我们叫出租车一样，想喝咖啡了，叫“飞的”

到好的咖啡店喝上一杯，然后再打“飞的”回宾馆，

挥金如土，无法比拟。

扫一扫，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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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中华网      文 / C_ 肉嘉馍

 15 个没学好会“丢脸丢到国外去”的基本餐桌礼仪！

吃饭是每一个人天天都会做的事情，在

家中吃饭的时候，父母总是会有一些提醒，

但是当你在外吃饭时，有些餐桌上的礼仪其

实就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知识跟教养，尤其

是当你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当地的风俗民情

全都不同，可能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当地的禁

忌，反而造成得不偿失的结果喔！

1. 在所有人坐定位之后，才能开始享用餐

点。

2. 西餐的餐具是由外往内使用。

左手边的叉子由外而内是吃沙拉、鱼、肉。

右手边由外而内则是汤、沙拉、鱼、肉。奶油

刀跟面包餐盘会摆在左前方，正前方则是甜点

用的餐具，至于最右边则是酒杯。

3. 跟用餐无关的物品不要摆在餐桌上。

4. 不要在吃第一口之前就加调味料。

如果你在高级餐厅的话，这很可能被视为

对厨师的侮辱。

5. 不要用咖啡匙喝咖啡。

用它来搅拌就好。

6. 西餐的餐具摆放是有意义的。

从左上到右下是：美味、不喜欢、可以上

下一盘、暂停休息、吃完了。

7. 不要把筷子横放在碗上。

这是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

8. 当然，把筷子插成这样就更不礼貌了。

9. 放下餐具时应避免发出声响。

10. 若有人请你传调味料给他，要一次传

盐跟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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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嘴巴有食物的时候不要讲话。

12. 像这样用筷子夹食物给对方也不行，

因为这是捡骨的动作。

13. 不要把手肘摆在桌上。

14. 如果你要暂时离席，一定要先跟同桌

的人说一声。

15. 在欧美文化的国家，去完餐厅一定要

留小费。

吃饭的礼仪真的很重要，如果做不好的话，

在国外或在正式场合时就会闹了大笑话，所以

也把这篇分享出去给朋友们知道吧！

想要了解更多，请扫上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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䚌놂香뜀Ⱨ
“蹬蹬”，一看手机收到来自迪拜警局的

短信，说我在 23 号有个 600 的超速罚款，

顿 时 心 里 凉 了 一 截，23 号 刚 交 完 150 的 停

车罚款，怎么又给我整个 600 的，当我是提

款机啊，带着不情愿的心情上迪拜警局网查

询了详细，记录在“Al Fursaan St”，行车超

速了 20 多公里每小时，心里一百个不满呀！

因为这个查询结果，结合本人的开车习惯，

实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呀。

于是我就开始脑补 23 号行车的记忆，马

上在谷歌地图上搜索“Al Fursaan St”，谷歌地

图只显示在阿曼马斯科特有一个这样命名的路

号，复查了多遍后，还是没在迪拜等地找到“Al 

Fursaan St”这条路，而自己这几天根本就没出

境过阿联酋，心里便嘀咕，开始埋怨迪拜政府

的各种如何捞钱了，以一个不实的事由，伸手

就要钱，多冤啊！ 

接着，对于此事，本着客观的心态，还想

多了解一点，就上谷歌随意搜索了“Al Fursaan 

St”字条，结果事情闹大发了，不止一个人发声

喊冤的， 在一个叫做”reddit" 的网站上，有大

量关于“Al Fursaan St”这个地方被不知原由就被

罚款等，篇幅的描述和各种评论， 感觉找到了

组织，找到了一群被凌弱受辱的愤青，团结起

来可以对抗霸权，叫板权威的一个组织。夸张

啦！

缘木求鱼，在字眼间找到了“This is the 

exit from all（AL) Khail Street to dubai mall.”

这样一句，就是国际城到迪拜商场，走 RAS AL 

khor 下出口这段路，到这里，我似乎看明白了

这次 23 号的罚款原由，是因为小编在这个地方

有心理阴影，面积还不小，之前几年在这里被

罚过一次，也是 600 只鹰头币啊！

第一次被罚，是从 AL AWEER 开往谢赫扎

伊德路，走 RAS AL KHOR 道路，三车道，前

面路限速都是 80 千米每小时，我开的 90，一

直到出口，当时哪知道三车道的迪拜路，一直

到设计园 D3 这边下出口处，怎么突然会改限

速到 60 千米每小时呢，关键是限速牌在电子照

相机后面啊，梗住啦，没想通场地的逻辑原理，

被罚后，当然印象深刻。这次又被罚，能不阴

影面积大嘛！这次是从国际城去七星酒店，在

RAS AL KHOR 路段 90 千米每小时下出口，狠

狠的被电子警察偷排了，宝宝心里苦啊，宝宝

说了。

  附言：停车 150 的罚款是金街付费停车场，

对停车季卡无效，粗心造成的。写出此篇小记

主要是提醒各位看官，注意该路段的特别限速

提示，避免不必要的开支，能省的就是赚的，

愿大家遵守规则，安全行车。

血泪史的车辆罚款

想要参与讨论，请扫二维码

迪拜中华网      文 / 哥大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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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5 日， 微 博 上 一 则 独 身 女

子在酒店差点被陌生男子暴力拖走的贴文火

了，直到现在，小编的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

仍在刷屏着相关的内容。

这名发文的网友名叫弯弯，4 月 3 日，她

在北京的和颐酒店入住。当时，一名陌生的男

子同她一起进入电梯，到达 4 层之后，她被该

男子强行拖拽。为了阻止她喊叫，该男子还掐

住了她的脖子和脸。（扫一扫文章末尾二维码

可观看视频）

很多身在迪拜的华人就一定会问，如果在

迪拜遇到紧急情况我们该如何自救呢，下面就

给大家搜集了一些有帮助信息，希望大家时刻

注意安全。

其实，对于在海外打拼学习的华侨华人朋

友们来说，平安，永远是最大的期盼。

如何能够避免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呢？

1. 避免落单

不要夜晚单独行走，不要走僻静小路，尽

量选择明亮、人多的道路，尤其是女性。如果

是一个人，在外选择酒店的时候，要选择价位

稍高，有安全保障的酒店。安全保障很重要，

不仅指的是酒店的外观和安保，也包括酒店房

间内设施，比如窗台是否容易给歹徒创造机会

进入房屋等等。

2. 不要露富

平时不要在穿着、言行中过分显示自己的

财富。身上不要携带过多现金，也不要一分钱

不带。在 ATM 机前取款时要挡住自己的密码，

取到钱后立即收好，不要就地数钱（ATM 机吐

错钱的机率极低，而且即使错了，你也无法就

地解决，正确的办法是保留好收据）。

3. 谨慎交友

不要轻信“赚快钱”的事情，你很可能在不

知道的情况下协助别人贩毒、绑架或者从事其

他违法犯罪行为，导致被判刑坐牢。不要为了“江

湖义气”帮人出气，你很可能因此犯“故意伤害”

或“绑架”罪。不要轻易借给别人大量钱财。

如果您真的遇到不法侵害该怎么办？

请记住以下几条：

· 自己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尽量避免

与对方直接冲突。

·  尽可能记住对方的相貌、肤色、身高、

体型、衣着、年龄、口音等特征。

· 无论是大案小案，事后立即报警；如果

不报警，罪犯看你软弱，很可能再次对你实施

犯罪。

· 如果不会说英语，至少要对警察讲出

Chinese”  （中文）、“Mandarin”（普通话）、

“Cantonese”（广东话）等词，警察会协助你找

到翻译。

· 接受警察询问时，证词要前后一致。如

果当时很紧张、很慌乱，等冷静下来仔细想清

楚以后再说。

· 如果需要，随时和中国当地使领馆等机

构联系。

最后，面对暴力，请大家不要沉默，勇敢

地站出来！

视频中的服务员没有出手相救，说是以为

这两位只是情侣吵架。但其实，之前就出现过

歹徒冒充家属，在大马路上将女生拖走的事件，

而旁观者只当“不插手人家家务事”而置之不理，

导致悲剧发生。

紧急服务

紧急报警：999

急救：998

（下接 59 页。）

和颐酒店女生事件引爆网络时
在迪拜的你该知道点儿啥 ? 

迪拜中华网    文 / 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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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的急救和紧急报警均可通过以上电话

联系。

在呼叫紧急服务时，您需要提供：

意外或紧急事件发生的准确地址和／或附

近的明显地标

前往紧急事件发生场所的方向

您拨出电话的本机号码

意外事件的详细信息、涉及的人数、任何

明显伤口的描述及对已有医疗条件的了解情况

努力保持冷静，并听从电话接听者的指示。

此外，还必须保持自己的电话畅通，因为紧急

服务人员可能需要与您联系，以获得进一步的

信息。

 

中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联系方式：

电 话：+971-2-4434276

传 真：+971-2-4436835, 4435440

电子信箱：chinaemb_ae@mfa.gov.cn

对外办公时间：周日—周四 上午 9:00—

下午 13:00

节假日：周五、周六

中国驻迪拜总领馆联系方式：

电话：00971—4—3944733 驻迪拜总领馆

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71-503687173。

传真：00971 － 4 － 3952207    　

电子邮件：chinaconsul_db_ae@mfa.gov.

cn

邮 政 编 码：9348（P.O.BOX 9348, Dubai, 

UAE）

想要阅读更多，请扫二维码

在这次事件之后，不断有人跳出来，温馨提醒“各位女同学，注意安全，学会如何自救”，但是，即便一个姑娘防范意识再强、“上插眼下踢阴”的防

身术学得再精通，都抵挡不了有预谋有计划的猥琐暴力组织。人们要与之对抗的不是一个个案例，而是其背后的社会环境。我们应该学会如何让自己

生存的社会免于暴力恐惧，谴责罪犯、性侵和暴力，教导众人对女性身体的尊重、敦促在其位做其事，而不是单单说“姑娘，你要学会自救”。当现实

社会处处暗藏危险时，一个弱女子的自救能有多大作用？

网上有网友为需要单独外出的女生画

了这样一组漫画，通过漫画的形式告诉女

生，出门在外如果遇到坏人，应该怎样应

对。角度新颖很有意思，但希望你们永远

不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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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三的暑期实习，身边同学都在申请北

上广的实习，希望可以获得一份好看的实习

证明。

在省会 985 学校念书的她，也很想去大

城市看看，可还是选择留在了本地实习。原

因很简单：她负担不起北上广高昂的房租，

连实习期间区区三个月，她都负担不起。

她想读研究生，以她的成绩保

研不在话下。只是回家的时候，爸

妈哀叹，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生猪

价格一直在涨，起大早卖猪肉，一

天只能赚一百来块钱。

小时候，有一次妈妈病了，一

闻到猪圈的味道就会吐，于是每天

天还没亮，她就被爸爸叫起来帮手

干活。别人都说她懂事，她只是在

心里想，真的好困啊……而爸妈，

每一天都要那样辛苦、那样劳累。

她的父母，一直指望着她大学

毕业了，可以供弟弟上大学，他们

老两口劳苦了一辈子，干不动活了。

外语专业的她，怎么会没有偷偷幻想过

出国梦？可是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这些华

丽美好的梦想连说出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

自己悄悄地咽下了。

有一句话说，“当一个人的梦想超越他

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去要求父母什

么”。确实如此，可是看到你这么懂事，我

真的好心疼啊。

02

他身体被查出问题是在一家小医院，医生

很冷静地对他说：“你这病治不好了。”医生面

无表情，他难以置信。

因为不敢相信，他选择去大医院复诊。

化验费用太高昂，成百上千地扣。悬而未

决的病情、银行卡上刷刷少掉的数字，这都是

孤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的他，需要独自消化掉

的绝望。

也不知该是悲还是喜，几次化验下来，都

没查出太大异常，医生又刷刷开了单子化验别

的项目。拿到缴费单的那一刻，他心里是重若

千钧的绝望。

又是上千块，而那时候，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他从医生那里出来，默默地找到导诊的护

士，请她帮忙把化验的项目取消掉。护士一脸

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化验了？”他抿着唇，一

句话也说不出。

他心一横，哪怕有病，他也要放弃治疗了。

他在手机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因为穷，所

以不敢病、不敢死。

离开了人山人海的医院，在偌大城市的地

铁上，他没忍住，兀自留下了眼泪。

03

她啊，被老板炒鱿鱼之后，拿着 300 块走

在大马路上，舍不得坐车，一边哭一边想着晚

上去哪里吃最便宜的晚餐。

她需要一天打两份工，婚后不小心怀孕，

生活拮据，为了省下几百块钱，没有选择无痛

人流，选择了去药流。孩子怎么都下不来，医

生让她在医院的楼梯上跑上跑下，最后也没有

流掉，直接做了清宫。

他啊，以前以为，钱够用就好。直到有一天，

他的母亲被查出癌症，住院一天要一千多。家

里没有钱，他平常打工、周末兼职，想方设法

地赚钱，还没筹够钱给妈妈看病，妈妈已经走了。

她啊，小学从来没有上过早读，因为要洗

衣服、要放牛。每次到学校，都是别的孩子早

读结束的时候。放学后，她还要放牛打猪草，

回来后还要带弟弟妹妹，洗澡洗脸。

农忙的时候，要请假回家干农活。因为家

里只有爷爷奶奶，十几亩地的庄稼他们弄不回

来就只能烂在地里，那是在割他们的肉啊。

很多人爱看流星，凌晨干农活的时候她经

常看到，却不觉得美、只有困倦疲累。

他的外公啊，一身病痛、没钱治疗，所以

选择喝下老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喝完药后，

外公呕吐起来。外婆舍不得花钱带外公去大医

院洗胃，天真地以为吐了就会好起来了。

第二天的早上，外公去世了。

04

当你经济宽裕的时候，别总觉得

那些贫穷的人寒酸，看不起他们爱钱

如命。对他们来说，钱就是命，有钱

才能活命啊。

这世上有多少爱钱的人，是因为

穷怕了。他们背后，各藏着不为人知

的故事。太多最苦最难的日子，都只

是因为没有钱。

因为贫穷，就连轻如鸿毛的小病

小灾，都能轻易地将一个人击垮。

为什么爱钱？

因为想要有学可上，有病能看，有梦想的

时候可以勇敢去追。因为不想因为贫贱被别人

小瞧，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放弃什么，不想眼

睁睁看着亲人因为看不起病而忍着，不想让自

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懂事地学会雪藏梦想。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真实而无奈地爱

着钱。

有钱就会了不起吗？会的。
迪拜中华网

想要阅读更多，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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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来扒一扒关于震中 QQ、短信和

手 机 每 天 收 到 的 关 于 迪 拜 问 题 琐 事 杂 事 问

题！作为迪拜媒体人，确实每天能接到很多

稀奇古怪的问题，更有一些奇葩的问题！今

天整理几个最常见的问题！

因为加的朋友多，也因为这些问题，导

致现在看手机看微信短信更不及时，所有有

事请电话，小事请留言，每天会在闲下来的

时候看一下短信给予回复。（常用问题希望

大家问道平台上，这样只用一次解答，大家

收益，有些问题大家可以相互交流解答。）

收到最多的短信问题：（用最近网络流

行问答方式编辑）

常见问题 1：

A 君：你好！

B 迪拜君：你好！（因为不是特别关注，

可能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候回复的。）

A 君：你好！

B 迪拜君：你好，有事请留言！

A 君：你好！在忙吗？

B 迪拜君：很忙，有事请留言！（可能

这中间有过了半个小时）

A 君：那就等你不忙的时候聊吧！

B 迪拜君：有事请留言，事一大堆，真

的很忙！

A 君：没事，有空再聊！

！ @# ￥%……

常见问题 2：

A 君：在？

迪拜君：在，有事请留言！（现在学乖了，

什么问候都加上有事情留言！）

A 君：在？（1-2 小时候后）

B 迪拜君：在，比较忙，有事请留言！

A 君：在！

后续问题跟前面问题 1 类似，都觉得这

世界大家都闲，可以用更闲的打发时间方式

聊天。

常见问题 3：

A 君：（问候前奏之后），迪拜生意好

做吗？

B 迪拜君：这个需要自己来迪拜考察，

然后根据自己能力眼光决定。

A 君：那你帮我了解一下市场啊，服装

听说很不错。

B 迪拜君：行行出状元，每个人努力后

的结果都不一样，服装业有做的特别好的，

也有人压了一仓库货，请自己考察！

A 君：那你帮我看看我做的女装，这几

款在迪拜市场会怎样？

B 迪拜君：无语！ @# ￥%……  （）

常用问题 4：

A 君：迪拜热吗？

B 迪拜君：迪拜一年两季，夏季、秋季。

A 君：那我过来要穿什么？

B 迪拜君：T 恤、衬衫和外套。

A 君：我穿裙子可以吗？

B 迪拜君：可以。

A 君：都是短裙，有没有关系。

B 迪拜君：别超短裙，适当稳重点的都

可以。

A 君：无袖肩带的衣服可以吗？

B 迪拜君：你可以发布问题到迪拜中华

网（迪拜问知版块），有更多人解答你这些

问题。

A 君：露脐衣服呢？

B 迪 拜 君：！ @# ￥%……   （ 每 次 都

不是及时回复，有时候过了十几分钟后才回

复，一问一答都要几个小时，只怪别人太闲

我聊不下去。）

常用问题 5：

A 君：迪拜工作好找吗？

B 迪拜君：看个人能力。

A 君：我没有英语，但是能吃苦。

B 迪拜君：没英语不好找，待遇也不高。

A 君：迪拜工资不是很高吗？

B 迪拜君：当然看个人能力，拿 2000-

3000 一个月的都很多。

A 君：不是说迪拜随便一个工作都是 1-2

万以上，我学的快，赚 2-3 万没问题吧。

B 迪拜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可以

多关注迪拜中华网了解更真实信息。本人比

较忙，不能一一作答，也不好意思每次回复

让你等太久。

A 君：没事，我不忙，等你有空慢慢回复，

我很多问题。

B 迪拜君：！ @# ￥%…… （无语 ing）

八卦迪拜问题二三事
迪拜文学版：        文 / 应震中  

想要了解更多，请扫上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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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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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土地部主任告诉 Emirates 247 记

者，在 2016 年第 53 天阿联酋注册的交易达

680 亿迪拉姆，迪拜房地产市场正在蓬勃发

展。

考虑预算

计算你能负担的价位。买别墅，

联排别墅或公寓哪个是你最好的选

择？考虑预算永远是你购房时的第

一步。

想好你的生活需要什么

你 是 否 正 在 寻 找 一 个 城 市 的 位

置？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或是要

养活整个家庭？你需要附近的学校？你想离

办公的地方近？你想在地铁站附近？你不能

永远问自己太多的问题！

查看周边环境

家不仅仅只是与你所购买的房子有关 ,

而是关系到整个社区和你住的附近。在买房

之前 , 你要彻底了解社区以确保你完全满意。

一定要检查它白天和晚上配备的设施设备。

位置，位置，位置

位置是房地产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你购

房的理由。在你购房前，考虑在未来投资回

报率最高的最佳地点。如果你购房是为了出

租，要考虑哪里的位置比较吸引租客？是靠

近市区还是机场？位置是关键。

开发商的信誉

你了解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誉吗？他们在

过去做了什么项目？明智地投资你的钱

是很重要的。

开 发 商 总 结 说，“ 考 虑 这 些 指 导 方

针，在迪拜找到一个家应该是轻而易举

的事。一定要选择最适合你的生活方式

的社区，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加的美丽 。”

在迪拜买房需要注意五个关键点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

雷达传感器检测车辆的声

强，并将拍摄违规司机的照片

阿联酋警方已经发明了新

的探测车辆噪声的雷达，会拍

摄违规司机的照片并罚款。

阿 布 扎 比 警 察 局 交 通 和

巡 逻 局 的 交 通 工 程 和 安 全 部

门 交 通 安 全 科 负 责 人 Ahmed 

Abdullah Al Muhairi 队 长，

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这个系统

的人。

Ahmed Abdullah Al Muhairi 队 长 解

释说，“噪声监测雷达”包含两个集成系统：

声音强度传感器和一个可拍摄违规车辆照片

的先进的相机。

他说，“雷达自动监测路过车辆产生的

噪音强度。如果噪音大于允许的噪音范围时，

雷达会立即拍照，扫描车辆的牌照并罚款违

规的司机。”

他指出，噪声监测系统的设计，是为了

减少在城市不同道路上车辆的噪

音污染，特别是在居民区，以及

靠近医院，清真寺和教育机构的

地方。

它的目的还在于减少那些经

过非法改造扰民和发出噪声的车

辆，包括为了提高速度和放大声

音而改变发动机的规格，传播噪

音并导致扰民的车。

车子噪音太大也会被罚款！
阿联酋发明了抓住‘噪音’司机的雷达，并将罚款违规司机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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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是一个整洁干净的城

市，阿联酋当局费尽心思地去

保持这个城市的美。

据 Emirates247 及 MAH

律师事务所消息，作为一个游

客无论您去哪座城市旅游，还

是 作 为 一 名 外 籍 人 员 正 在 这

座城市呆了一段时间，了解当

地的法律和习俗是最明智的做

法。

这样的做法不仅让你成为一个受欢迎的

的游客或工作人员，它也可以让你远离麻烦。

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爱护这个城市的清洁，

并且忽略了许多在公共场所的标示牌和规章

制度，你将在这个城市受到罚款。

当地法律对于乱抛垃圾和破坏这个城市

美丽的处罚是很严厉的， 游客，外籍人士和

当地居民无一例外。

现在市检查员保持严格的警戒，并寻找

违规的人。那些不尊重和不维护这个城市美

观的人不会被同情和宽大处理。因此，改掉

不好的生活习惯，会避免你辛苦赚来的钱花

在罚款上。

罚款明细：

＃ 1 乱 抛 垃 圾：Dh500，Dh1,000，

Dh1,500

＃ 2 随地吐痰：Dh500，Dh1,000

＃ 3 在 非 指 定 区 域 清 洗

车：Dh500

＃ 4 空调滴水：Dh100

＃ 5 市民在公共场所燃烧

废弃物：Dh100

＃ 6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

食，饮水或嚼口香糖：Dh100

＃ 7 在非指定地方便便 /

嘘嘘：Dh500

＃ 8 破坏河湾：Dh5,000

＃ 9 在 阳 台 上 晒 衣 服：

Dh500，Dh1,500

＃ 10 汽车脏没清洗：Dh500

＃ 11 涂鸦：Dh500，Dh1,000

迪拜 11 条卫生罚款条例
    --- 保持迪拜的整洁干净形象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顾客在饼干里发现苍蝇和蛆 ！
遇食品问题的处理方法

据 Gulfnews 及 MAH 律师事务所消息，

迪拜：一食品生产公司因顾客在其生产的饼

干中发现苍蝇和蛆而被迪拜市政局罚款。

紧 接 着 此 次

处 罚 事 件， 一 位

50 岁的罗伯特乔

治先生（化名）投

诉说，当他打开大

不 列 颠 牌 饼 干 包

装，看到饼干里的

苍蝇和蛆时，他真

的惊呆了！

三月份的第一周，乔治在降价处理的杂货

店买了一份“买六送二”的腰果饼干。根据包装，

饼干将于九月份过期。但是当他吃完两包饼干

打开第三包时，他震惊了。

根据迪拜的 Gulfnews 采访，乔治说：“我

看到一小片黑乎乎的东西粘在饼干的包装袋上，

还在第一块饼干上看到了奇怪的条状物。仔细

一看，我才发现那竟然是死苍蝇和蛆。”

“最主要的是，当我意识到饼干如此不卫生

时我竟然已经吃了两包。”

迪拜中华网    迪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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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mirates247 及 MAH 律师事务所消息，

阿联酋居民都被强制要求携带身份证 (ID)，但

是关于 ID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联邦法律 2006 年第九号文件关于人口登

记和 ID 系统及其实施规定，身份证持有者需知

规则如下：

# 不得损坏、擦除、修改或弯曲身份证

# 随时携带身份证，法律要求出示时需出

示身份证

# 遵守更新、替换和递送身份证的日期、

法定程序

# 身份证日期更换一月之内向阿联酋主管

部门报告所有身份证的变化细节

# 身份证丢失七日之内向阿联酋身份证服

务部门挂失

# 申请更换损坏或遗失的身份证并支付一

定费用，提供未带或被当局或机构扣留的身份

证声明除外

# 如果身份证被不同程度地损坏需在七日

之内通知最近的身份证服务部门，以免被不法

分子利用。如果发生此种情况，身份证持有者

需替换损害或遗失的身份证并支付一定费用

# 除了主管法庭通过的决议或判决以外，

不要把身份证交给任何机构

# 如果你拾到一张身份证，请把它交给最

近的身份证服务部门或最近的警察局

# 所有的身份证持有者都必须遵循上述规

定。法定监护人需负责实施上述决议。

阿联酋居民须知道的关于 ID 的十件事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中华网

乔治说，他给饼干上的苍蝇和蛆拍了照片

后立即报告给了市政局。

接到乔治的投诉后，市政局呼叫中心的一

名官员联系了他以确认消息的可靠性。

市政局当即检查了卖饼干的那家店，该店

随后联系了经销商，发现有问题的饼干产自阿

曼（西南亚国家）。随后迪拜市政局联系了饼

干厂家，要求其查清此事并对该事件采取补救

措施。

迪拜市政局一官员说，该事件终于得以妥

善处理，只是罚金的具体数额还未确定。

Gulfnews 尝试着联系生产该饼干的食品工

业公司，但该公司并未给予回应。Gulfnews 同

时也尝试联系 大不列颠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该

公司总部在印度）。但是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收

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回应。

迪拜市政局鼓励市民举报任何有问题的食

物，这样官方才好采取维护食品安全行动。

一月到二月期间，迪拜食物管理部门就收

到了 456 起报告和投诉，其中 93.86% 的事件

已得到妥善解决。

发现食物有问题时 你该怎么做？

1） 拨打 800900 向市政局投诉，并拍下照

片或视频留作证据。

2） 投诉需提供的信息材料：姓名、联系

方式、家庭住址、区域位置、街道名称、食品

公司名称、详细问题记录以及证据材料。

3） 根据投诉的性质会有规定的责任部门

进行审查，有必要时可以到公司进行实地调查。

扫一扫 参与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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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部 禁 止 了 三 种 保 健

品，均含会造成血压下降的“他

达拉非”。

据 Emirates247 及 MAH

律 师 事 务 所 消 息， 卫 生 部 和

公 共 健 康 许 可 证 部 门 助 理 副

部长 Dr Amin Al Amiri 说，

“ 青 春 皇 家 蜂 蜜 Youth Royal 

Honey”、“VIP 皇 家 蜂 蜜 VIP 

Royal Honey” 和“ 草 本 皇 家

国 王 蜂 蜜 Bio-Herbs Royal 

King Honey” 都 会 对 消 费 者

的健康造成威胁。

Al Bayan 报 报 道， 药 物 警 戒 高 级 委 员

会主席阿米里先生说，“他达拉非”会导致严

重的低血压，对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高配

糖体病人，特别是对那些服的药物中含硝酸

盐的病人构成很大的威胁。

他 补 充 到：“ 随 着 市 面

上出现的保健品越来越多，

健 康 和 预 防 部 门 觉 得 有 必

要 警 告 公 众 不 要 使 用 上 述

产 品， 不 要 置 他 们 的 生 命

于危险境地。”

三个品牌的蜂蜜在阿联酋被禁止销售

今 年 年 底 可 能 实 行

新的车检计划。

据 Emirates247 及

律师事务所消息，据 the 

Arabic daily newspaper 

Emarat Al Youm 报 道，

迪 拜 道 路 与 交 通 管 理 局

（RTA）发证机构正在研

究一项对司机有利的简化

车检程序计划。

该报道称，新的车检计划是司机无需等待

其他事项完成。

迪拜道路与交通管理局（RTA）发证机构

首席执行官 Ahmed Bahrozyan 说，新计划是

司机把车开到车检中心，在检查结束后就能马

上开走。

Bahrozyan 说 RTA 希望完成 “即刻检即刻走”

的研究，并在今年年底前实施。

他说，目前的车检是需要司机等待缴费和

罚款。他补充说，新计划将让司机在完成车检

后就能离开。

他说，RTA 正在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司机车检结果和车登记文件的可

能性。

驾驶者可能会收到一条来自

信用卡或者电子钱包批准撤销费

用和罚款的消息。

他说，如果车辆要出售，检

查事项在双方通过电话和电子邮

件批准后完成。

该研究结果将在今年年底明确。

迪拜 RTA 简化车检程序，节省驾驶者时间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中华网

迪拜中华网    迪拜空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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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今 年 3 月 14 日 中 国 与 阿 联 酋《 关 于

互认换领驾驶证的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

经过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与阿有关部门及时

沟通协调，现阿各酋长国均已正常受理中国

机 动 车 驾 驶 证（C1、C2） 更 换， 具 体 手 续

请向当地交管部门咨询。

阿联酋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使用伪造驾

照驾驶车辆或换领驾照，在各国都是违法行为，

可能面临严厉处罚。两国有关部门已商定驾照

真伪核查办法。希望广大侨胞和来阿中国游客

遵纪守法。 

根据协议，短期在阿旅游的中国公民无

需换领驾照，但由于目前中国驾照上姓名等部

分栏目无外文，根据阿方交管部门建议，在阿

驾车时可自备一份英文翻译件，并携带有效身

份证件（护照）。 

鉴于中阿两国交通规则和相关处罚略有

不同，我们建议旅阿中国公民在换照或驾车前

认真学习阿交通规则，熟悉路况，文明驾驶。

如驾驶途中遭遇车祸或交警询查，请积极配合

警方。

驾照轻松换 安全要牢记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中华网

如何办理领事认证
迪拜中华网

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想要出国学习、生

活或工作，需要先办好签证，才能走出国门。

但您也许不太知道，在出国前或抵达国外后，

甚至在申请有些国家的签证时，常常需要向

对方国家的有关部门、驻华使领馆提供经领

事认证的出生公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婚

姻状况公证或学历公证等涉外公证书；您在

国外的亲友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 ，有时

会委托您办理相关公证书的领事认证；您的

企业为开展境外经贸活动，常需按对方国家

的要求提交经领事认证的合同公证、招投标

公证、商业票据等各种证明文书。

一、 什么是领事认证

领事认证是领事认证机构根据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对国内涉外公证书、

其他证明文书或国外有关文书上最后一个印

鉴、签名予以确认的活动。

二、 为什么要办理领事认证

领事认证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文书推介活

动，可通过对有关公证文书和商业文书环环

相扣的确认，有效避免文书接受国因怀疑签

字或印鉴的真实性而拒绝接受文书。只有按

要求办好领事认证，您手中的文书才能与使

用国当地的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才能在

使用国被接受。

三、去哪里申办领事认证

民事类文书可以通过外交部委托的地方

外办及授权的代办机构办理，商业类文书可

直接去外交部领事司办理或选择上述机构办

理。 中 国 领 事 服 务 网（http://cs.mfa.gov.

cn）上公布了上述机构名称、电话和地址。

请您千万不要轻信非法中介机构，以免

上当受骗。

最后，提醒您出国前了解清楚，对方国

家（单位）是否要求办理领事认证，请您提

前准备，尽早申办，让领事认证助您一帆风

顺地 “走出去 ” 。

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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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扎比御膳坊中餐厅
Abu Dhabi Yu Shan Fa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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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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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迪拜稻香港式茶餐厅

Dao Xiang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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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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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刘一手火锅店二店（Al barsha)

Liuyishou Hot Pot Restaurant

12% OFF

蜀香宫
SHU XIANG GONG HOT POT RESTAURANT 

15% OFF

    蜀香宫
       SHU XIANG GONG
     HOT POT RESTAURANT
       

 NEW

迪拜山图海鲜餐厅

Sun Tour seafood restaurant 

12% OFF

山图国际餐饮集团始于 2006 年。第
一家餐厅位于有着迪拜中国城之称——龙
城。公司始终奉行绿色、健康、营养、特色、
创新、服务至上为核心的企业精神。

山图海鲜餐厅对于美食的追求从未停
息：取之自然——所有食材均取自于大自
然，尽可能将食材本身的鲜美发挥极致；

烹之自由——对每一道佳肴都有自己
独特的烹饪手法，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游刃
有余；

食之自在——万千美食由您自在选择；
享之自得——每一位宾客都能在此乐

享美味，悠然自得。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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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滋味烤鱼

CHINA HASAN RESTAURANT

15% OFF

迪拜全聚德中餐厅

QUANJUDE Restaurant

15% OFF

迪拜沙县小吃

ShaXian Restaurant

10% OFF   More Than 50 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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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F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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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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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阿里巴巴特色餐厅
ALBABA UYGHUR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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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御花苑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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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中餐厅

Dubai 2000 Restauran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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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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斯维奇娱乐中心
SWITCH BOWLING

15% OFF

美食 - 阿拉伯餐
Enjoy Arab Restaurant

美食 - 亚洲餐厅
Enjoy Asia Restaurant

BUY ONE GET ONE FREE

阿莱茵旺地冒险水上乐园

Wadi Adventure
迪拜 hobbies 马场

Hobbies Club

25% OFF

Hobbie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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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 Bandar 古董餐厅

Al Bandar Restaurant

20% OFF

埃及故事餐厅 
Hadoota Masreya Reasaurant & Cafe 

20% OFF

20% OFF

Kan Zaman 高端西餐厅

Kan Zaman Restaurant
Al Makan 餐厅

Al Makan Restauran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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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teria 意大利餐连锁店

Osteria Italy Restaurant

20% OFF

美食 - 西餐厅
Enjoy Western Restaurant

迪拜雷迪森酒店鱼市场餐厅

Radisson Blu Fish Market Restaurants

15%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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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海马水上乐园

Ice Land Park

BUY ONE GET ONE FREE

Helidubai 迪拜直升飞机观光

Helidubai Helicopter Ride

18%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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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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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fron 伊朗藏红花
saffron palac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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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女子沙龙

SiSi Lady Salon

30% OFF

10% OFF

唯爱婚纱摄影
ONLY LOVE PGOTOGRAPHY

鞋城超市

China shoe city super market 

15% OFF   More Than 100 AED

 NEW

 NEW

10% OFF

迪拜金夫人婚纱摄影
Golden Lady Wedding photo studio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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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名媛衫庄潮流女装店

AL RAHMA

40% OFF

名媛衫庄

天
意
超
市

伊朗原产进口   品质纯净天然。

伊朗医药古籍记载，藏红花可治疗
头疼、牙痛，有利尿、养神、美容、壮阳、
解毒、降压、活血等功能。印度人用藏
红花治疗发烧、抑郁症、关节炎、虚弱
和不育症等。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藏
红花可醋精脂肪代谢，抗皮肤氧化，延
缓衰老，调三高，缓解更年期障碍，治
疗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及抗肿瘤等。常
饮藏红花茶可起到活血化瘀、凉血解毒、
解郁安神、美容养颜、增强体质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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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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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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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EWAY HOTEL MASSAGE CENTER

12% OFF

沙漠太阳美容美发沙龙

Desert Sun Salon

10% OFF

张氏徒手整形

Body Remodeling treatment

20% OFF

 NEW

迪拜春天里的春天美容中心

Spring World Ladies Salon

20% OFF

迪拜完美无限 SPA养生会所

ASAIN SPA & RELAXAION CENTER

20% OFF

迪拜藏疗足浴保健中心

Queen Foot Spa

30% OFF

藏疗足浴

迪拜台湾蛋糕

Dubai Taiwan Cake

10% OFF

台湾蛋糕

黔龙沙龙

Qian Dragon Salon

25% OFF

迪拜美皇后女子沙龙

Beauty Queen Ladies Salon

20% - 40% OFF

迪拜 Carlton hotel 按摩保健中心

Carlton hotel

10% OFF

CHASLU迪拜养生馆/ 健康馆

DUBAI WELLBEING CLINIC

30% OFF



Burning Brain   烧脑时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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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山峰、道路曲折迂回，比喻事情经历挫折失败后出现
新的转机

02 利用加热空气使其密度低于外部空气密度以产生浮力飞行
的物体

03 《七龙珠》中的主要角色之一，赛亚人的王子

04 比喻文笔褒贬森严

05 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06 古代君王让出王位的说法

07 唐朝著名诗人，有“诗佛”之称

08 对一个国家元首妻子的叫法

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法定货币

10 首都位于伊斯兰堡的南亚国家

11 广域网、局域网及单机按照一定的通讯协议组成的国际计
算机网络

12 能对某种对象起制伏作用的人或事物

竖向提示：

01 英格兰著名足球运动员，其妻子是维多利亚

02 一位“二战时期”著名的美国军事统帅，有“血胆老将”
之称

03 杭州西湖南岸南屏山的一座著名宝塔

04 美国内华达州的最大城市，拥有“世界娱乐之都”的
美称

05 现代陆作战的主要武器，有“陆战之王”的美称

06 旧时指行人被强盗拦住被迫交出的财务

07 世界闻名的英国科学家，电动机的发明者

08 一种学生常用的工具书

09 已婚女子的配偶

10 1984 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由柳传志等 11 名科研人
员创立的科技公司

11 一种强劲的自然气象灾害，指中心最大风力达 8-9 级
的台风

12 由千橡集团将旗下著名的“校内网”更名而来的社交
网站

13  一个由两队参与的著名球类运动

14  指一个国家货币制度规定的标准货币

上期答案：疯狂彩图：出口伤人、日新月异
                疯狂填字： 01、五 保 自         
            （横排开始）  03、先 对 捷 数       
                                  05、路 有 子 催 眠 曲             
                                  07、有 觉 瓦 婷   
                                  09、出 尔 反 尔 桑 葚

（本期答案？下期你便知）

 02、垂 柳 只 是 当 时 已 惘 然
 04、一 生 有 你 栀 冬 
 06、上校 感 时 花 溅 泪 婉
 08、你 达 哈 萨 克 斯 坦
 10、文 滨 王 安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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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手 ] 出售太阳镜片，可带在眼镜上
 现货，有赠送眼镜布，偏光镜测试卡，
 还有盒子，可在国际城取，40AED 一个，
 多买优惠
 联系方式： QQ: 257110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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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场快时尚品牌，招聘：店长 / 储备店长
 负责店铺商品管理，包括陈列、出入库核对、
 盘点等工作。根据店铺管理规章制度及服务
 准则对导购进行指导，并监督导购的工作业
 绩和表现。地点 Al Ghurair Centre
 联系方式：邮箱：452329612@qq.com

 [ 求职 ] 求职专职司机
 90 后男性一枚，求一职专职司机，熟悉迪拜，
 阿布扎比路线，对工作态度认真，求一老板
 带走。
 联系方式：电话：0562716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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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须巴扎招店面销售 

 要求女， 包吃住签证，底薪 3000-5000RMB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8375568

 [ 求职 ] 求兼职工作
 在迪拜六年了，现在小孩带过来上学需要照
 顾，所以不能全职工作，希望找个兼职工作，
 可以做手工或者帮忙看孩子，也可以做兼职
 会计（之前一直做会计和销售工作）
 联系方式：QQ: 413550164

 [ 招聘 ] 招聘房产销售
 公司业务拓展，现招房产销售 20 名。
 有无经验均可，我公司有内部培训。所以
 不必担心业务不通！我们有强大的销售团队！
 联系方式：电话 :  0508235002

 [ 求职 ] 女生求职
 女，21 岁，国内阿拉伯语学院毕业，现在就
 读于迪拜美国学院，会英语阿拉伯语日常
 交流，有迪拜驾照，打算找一份合适的全职
 工作。
 联系方式：邮箱：saliyan19960302@gamail.com

 [ 招聘 ]  Jebel Ali 贸易公司诚聘业务人员
 Jebel Ali 自贸区机械设备贸易公司业务人员
 招聘，广阔的发展前景，健康舒适的办公环
 境，请符合要求的人员或是诚实有意和公司
 共同成长发展的人员，发简历
 联系方式：邮箱 :peacefulfze@163.com

招聘  求职
                                            发布消息截止至 04.12

 [ 求职 ] 求职工作
 求职，江苏南通人，男性 85 年出生，会简
 单英语，土建和装修的水电及弱电安装，擅
 长酒店装修的强弱电，会熔光纤，有国内
 C1 驾驶证
 联系方式： 邮箱 :sws827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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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迪拜中华网招聘熟练视频后期制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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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作品发至 HR 邮箱：600001000@qq.com

 [ 招聘 ] BID 模型公司招女文员一名
 要求：女生，会基本英文沟通，耐心，认真。
 工作内容：公司跟文档相关的工作，收据，
 报价等等，以及一些会计和账本的工作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6531716

 [ 求职 ] 求职财务、行政、翻译
 男，本科，多年海外工作经验，欢迎海外项目
 联系方式：邮箱：3157968604@qq.com

 [ 求职 ] 求职
 财务、行政、翻译、办公室文员，多年海外
 工作经验，有管理能力以及处理海外复杂问
 题的能力，欢迎大型海外项目。 
 联系方式：邮箱 :3157968604@qq.com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 二手 ] 【公司转让】信誉良好的老公司
 信誉良好的老公司由于个人原因现急需转让，
 原为灯具经营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 :055 466 0186

 [ 二手 ] 1.8m*1.9m 九成新床垫转让
 家里换床，因为家里新床 1.6m*1.8m，
 此床垫就用不上了，低价转让九成新床垫
 120aed，需要的亲联系我
 联系方式：微信：yoyoyo0621

 [ 租赁 ] 单间出租
 单间出租，包网络水电，地址 burdubai 
 博物馆附近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3522696

 [ 租赁 ] Ａ 08 主卧出租，人少安静，出行方便，超市餐
饮集中！
 安静方便；包含水电网络等，无其他另外费
 用；按月交租金；出门口就是温州和新乐佳
 佳超市；离龙城 5 分钟；上班人士和夫妻优先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6912086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 二手 ] 收购五金配件
 长期大量收购五金配件，标准件，管件，复
 合管 R1、R2，1/4''-2'' 规格 以及各类处理
 积压库存产品。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2300333

 [ 二手 ]   LG 22 寸液晶电视 , 谁要便宜拿走
 LG 22 寸液晶电视 200 迪甩了 
 联系方式：微信 :234836586

 [ 租赁 ] 紧邻地铁站，公交站，大型超市公寓单间出租
 紧邻 BUR DUBAI AL GHUBABAI 公交站，
 地铁站步行只需 2 分钟，对面就是家乐福超市
 购物出行非常方便
 联系方式： 电话 :056-7350450

 [ 租赁 ] Deira----Naif 市场附近主街旺铺低价转让（急） 
 由于本公司另有安排，特将此主街店面低价转
 让。商铺位置：NAIF 警察局后面，NAIF
 市场和 AL Manal Centre 到 Sabakha 汽车
 站中间，原中国人万利达商场对面主街商铺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7285968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 二手 ]  【出售】全新橡胶记忆棉枕头
 橡胶记忆棉枕头，枕着它睡觉可以杜绝早晨
 起来脖子和肩部肌肉酸痛，有效保护颈椎，
 无效退款退货。
 国际城中国区或娜莎广场取货。
 联系方式：电话： 0506745345

扫一扫详情

二手  租赁
                                            发布消息截止至 04.12

 [ 二手 ]  带烤箱炉子和煤气罐转让
 炉子有两个火可以用一大一小，烤箱是好的。
 煤气罐是 65 块一罐的型号，还有一半气。
 两个加起来 300 迪 国际城自提。
 联系方式： 微信 ：deepbreath-lindai

 [ 二手 ] 家具出售
 家里的家具二手出售，包括电视柜，洗衣机，
 电炉子，双人床，鞋柜，饭桌，椅子等
 联系方式：QQ: 915072263

 [ 租赁 ] 德拉 abu hail 保姆间出租，离地铁步行 5 分钟
 deira 区 Abu Hail 有一保姆间出租（最多可住两人），
 离 Abu hail 地铁站， al qiyadah 地铁站步
 行五分钟。价格优惠，先到先得。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1326853

 [租赁] DUBAI MALL附近,，女生合租，拎包入住！！！
 单间招女生合租，月租 1200AED 每人每月，水电网煤
 气全包，带大阳台，家具家电（全新单人床 /
 柜子 / 全自动洗衣   机 / 冰箱等等）齐全，
 干净卫生，人少安静，厨房可烧饭
 联系方式： 电话 :050730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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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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国际城商区地图

区域
A03
A04
B03
B04 
B04
C05
C05
C07
C10
C10

如意金卡商家
迪拜青海湖中餐厅
迪拜面点王中餐厅
迪拜沙县小吃
迪拜小尾羊火锅店 ( 龙城店 )
迪拜完美无限 SPA 养生会所
迪拜巴瑞克食府
魔搭时尚女装店
迪拜玉淑女子沙龙
迪拜冰酷
迪拜星宇电脑维修

区域
C10
C11
C14
C14
D04
E05
E06
E07
F01
F01

如意金卡商家
迪拜名媛衫庄潮流女装店
时尚丽人美容美发女子沙龙
迪拜川味坊餐厅
迪拜星期 8 奶茶店甜品店
迪拜肥肥烧烤店
迪拜唯爱国际婚纱摄影
迪拜豪大大鸡排店
迪拜国际城阿哥米线
迪拜全聚德中餐厅
迪拜经典奢侈品皮具护理

区域
F04
F05
F09
F11
F16
F16
I10
P21
X02
Y23

如意金卡商家
迪拜好粥道餐厅
迪拜台湾蛋糕
玛雅广告
迪拜城市桌球网吧
迪拜周食品宫餐厅
迪拜巴蜀人家麻辣烫
迪拜东北人中餐厅
红灯笼鲜花气球店
迪拜滋味烤鱼
迪拜思思女子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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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到
迪拜国际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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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错误指正，请发送邮件至：
600001000@qq.com

扫一扫，即可查看
和下载电子版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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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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8926

迪拜旅行社 Dubai Travel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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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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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假日旅行社

思游国际旅行社
龙熙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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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542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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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海湾绿洲旅游公司 04 2555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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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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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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286955
04 2280198

迅捷速运 04 4531191

迪拜物流 Dubai Logistics

3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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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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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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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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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艇租赁出海观光  055 88168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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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8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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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 同城快递   

富吉拉中国商城   
金夫人婚纱摄影   

GALERIE HAMADAN 地毯  
阿曼金龙商城  
NAM 同城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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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8126806

056 9566588
04 5520168

04 3218506
04 4214206

052 8126806

QQ : 600001000
04 3372344
04 4539118

迪拜生活服务 Dubai Life Service

12
20

17

12
48

36
30

82
55
48

品粤阁   
皇家大厨  

04 2954552
056 9609888

大唐渔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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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味烤鱼  
阿布扎比御膳坊中餐厅  
中华餐厅  
西湖春天  
汇友楼  

04 2959816
04 2501888

052 6458948

050 9193329
055 7139529

04 2712000

055 8366968
02 5651511
04 2281043
04 2289883
02 628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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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香港式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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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中餐厅 Dubai Chines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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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4282

20

72

6

24

42
64

14

14

50

64
27

18

27
星湖海鲜餐厅  04 36999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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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堤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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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7582666

055 9120138

056 2106688

04 2947336

050 2525810

04 4552896

04 4552896

055 4302954

中华会馆

CHASLU 养生馆
伊朗藏红花

张氏徒手整形

爱尚网咖

09 2249318

04 3955799
04 2294041

050 5948643

04 5513248

71

29

12

29

美皇后女子沙龙
鼎盛国际 KTV

04 2522518
055 82973279 10

佳饮-甜点 Drink&Dessert

迪拜台湾蛋糕 
星期 8 奶茶店 

052 738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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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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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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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寒原室内设计  050 505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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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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AD 语言文化教学中心

你好语言学校

迪拜东方智慧中心

华人幼儿园

阿米提迪拜分校(英语提高）

迪拜美国大学

迪拜国际音乐分校

兴元英语培训

阳光语言教育培训学院

050 7240980

050 7240980

04 5520365

04 4570385

050 7240980

04 4421757

055 2556737

052 6265816

04 3529188

050 8872376

050 4186791

04 2346337

050 9215818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04 269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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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航空

中国国际航空
04 3217890
04 2218888

04 2718555

迪拜航空 Dubai Airline

国泰航空 04 204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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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城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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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455

04 2364535

04 2347088

04 2566105

国忆保人事务所
MAH 律师事务所

达泰打字服务中心

达泰专业商标注册

迪拜新一代商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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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8566
050 8913570

04 2384668

04 2989020

04 432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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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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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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阿拉巴沙别墅公寓
050 5566336
050 7750216
056 7545442

055 209185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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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里亚牙科诊所   052 5218518

迪拜药店 / 医院 Dubai Pharmacy/Hospital

28
迪拜协和医院 04 4233055

迪拜房产 Dubai real estate

泰安集团房地产公司 04 422758929

Aqua 房产 055 775653043 45

SKAI 蒋一峰房产 056 696726844

85国信置业 052 9100010

Harcourts 黄辛欣房产 04 3219991

38迪拜中国城房产 04 443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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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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