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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抗疫情

侨界在行动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他们虽然旅居世界各地，但心系祖国，情牵家乡，誓与祖（籍）国共渡难关；他们主动捐款捐物，采购紧缺医疗物资，

并排除万难，千里驰援，运送回国，形成支援祖（籍）国、家乡抗击疫情的第二条战线。

经初步统计，截至 2月 7日，共引导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捐助约 1923 万元人民币、2830 万港币、100 万日元、各类医用口罩 373.7 万个、医用防护服 4.6 万

件、测温仪 416个以及防护镜、医用手套等相关物资。其中，捐助厦门人民币约 300 万元、口罩约 74 万个、防护服约 1.62 万件。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牵挂家国、慷慨解囊，充分体现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无私情怀，他们的大爱善举，令人感佩动容！

港澳地区当前也是处于防控

疫情的关键时期，在港澳的厦籍社

团领袖积极投入抗疫的同时，仍然

心系内地同胞，多渠道捐资筹物驰

援内地，充分体现出港澳同胞爱国

爱乡的家国情怀。

“越是在非常时期，越要体现

自身价值”，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永

远荣誉会长林龙安表示，他率领企

业旗下公益基金会专门设立 1500

万元的抗击疫情专项基金，陆续捐

助湖北省以及福建省、厦门市，首

批 500 万拨给武汉红十字会后，又

捐赠厦门红十字会 2240 个美国产

医用 N95 口罩和医用防护衣 1000

套，林龙安亲自部署企业工作人员

对接报关与运输，至 2 月 4 日物资

从美国运抵福州海关，并连夜清关

运回厦门。林龙安全程关注物资物

流进展情况，确保第一时间移交给

厦门市红十字会。他还协调动用一

切可能的资源，在国际市场打听急

需防护物资采购渠道，随时准备再

次采买物资支援内地抗疫。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杨

毅融率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及时研

究部署，迅速行动，于 2 月 2 日连

夜拟定《捐赠物资支持厦门防控疫

情倡议书》，2 月 3 日一早盖章发

出，在会员中进行广泛发动。杨毅

融理事长和该会多位老会长沟通，

群策群力，共同找寻货源，为厦门

打赢疫情防控战尽一份心力。他联

络协助澳洲友人昌鸿采购捐赠医

用口罩，支援武汉和厦门防控工

作。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创会会长

许健康捐款 2000 万港币，通过澳

门中联办转拨支持湖北省抗击疫

情工作。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会长苏

建华、理事长高美燕积极号召会员

捐款捐物，捐赠上万外科口罩给湖

北武汉、福建闽侯等地，还亲手将

一批应急防控物资送到珠海横琴

新区管委会。

1月 30 日，厦门市南安商会会

长、厦门源昌集团董事长侯昌财得

知防疫物资紧张，积极增援医用口

罩 N95 口罩 2 万个、普通口罩 4.5

万个捐给南安，另捐助 1 万个医用

口罩给厦门，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国家有难，作为中国人，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为人民健康贡献

应有之力，集团也有义务为南安、

为福建做点事情。”侯昌财表示，为

了购买医用紧缺物资，集团发动员

工通过国内，甚至海外，想尽一切

办法筹集医用口罩。

源昌集团还四处采购防护服，

听说南非可以采购到 2200 套防护

服，侯昌财当即决定，捐助 66 万

元，认捐这批难得的防护服，送给

厦门。

作为一名企业家，侯昌财心系

家乡，时刻关注疫情。他表示，就当

前的情况来看，防控疫情任务依然

繁重，如果有哪里需要帮助，将会

继续支持，他说已初步计划安排

300 万元用于资助这次防控疫情。

侯昌财热心公益与教育事业，多年

来陆续向教育、慈善事业累计捐资

达 8亿多元。

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在 2

月 3 日新加坡停飞中国航班之前

就筹集大批物资运抵厦门。厦门发

出吁请书后, 他是第一个提供有价

值货源信息的海外侨领。他主动发

挥人脉资源广的优势，分别联系越

南、俄罗斯、迪拜、韩国、印尼、马来

西亚等地货源。2 月 5 日在迪拜找

到货源型号价格均符合医用采购

标准，但是国内付款较迟缓的情况

下，他动员身边的新加坡企业家出

资 30 多万元买下紧缺的 2600 套

防护服捐赠给厦门，并克服货运、

手续办理等各种困难，发动迪拜当

地侨领协助，确保物资送上飞往北

京再转厦门的飞机。

王泉成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

数百条微信，两个手机轮流用，从

早上忙到半夜，有时连吃饭都顾不

上。他说，有时为了动员企业家购

买捐赠，他陪着喝酒到深夜。此次

疫情发生以来，新加坡华侨华人非

常关注，针对国内医用物资紧缺情

况，整个华源会几百人都动员起

来，筹措防护服、医用口罩、护目镜

等各种急需物资。正逢过年期间，

平时可以用支票支付的现在需要

1 月 25 日，在获知家乡在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行动中紧缺口罩、防护服、应急

服、护目镜、消毒液等医用防护

物资后，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

乡总会创会会长、全非洲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南

非警民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及

时通报：南非可以提供口罩货

源。

目前，李新铸已协助福建

省商务厅采购了 20 万个医生

专用口罩，他自己还购买防护

服 600 多套送回福建。

疫情严峻，在市里确定在

海外委托侨领代为采购后，李

新铸马上行动。几经周折，他找

到了 2200 套可重复使用的防

护服，厦门市当即决定委托购

买。

货物是买到了，但运输又

成了大问题。国航班机排不上

队，其它航班从香港转厦门，运

费昂贵。此时，李新铸打听到浙

江省有专机运送物资回国，他

马上联系，这 2200 套防护服终

于搭乘专机，将经杭州运到厦

门。

李新铸心系祖国，他四处

奔走，继续寻找防疫物资，日

前，他从别人采购的货源库存

里，抢到了 1.2 万套一次性防

护服。由于他忙着前几批物资

的发货运货，没有及时付款跟

进，其中有 4000 套又被别人抢

购了，于是他当机立断，自己垫

资把剩下的 8000 套先买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采购

和运输这些物资，需要各种证

明材料，手续非常繁琐，李新铸

是呕心沥血，想尽办法，使命必

达。

“新年吉祥！厦门的情况怎

样？好令人担心啊！”1 月 26

日，正月初二，厦门市委统战部

海外处处长陈建明收到了来自

澳大利亚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

陈壬的越洋微信，新年的祝福

里夹杂着浓浓的担忧与关切。

更令人感动和欣喜的是，陈壬

说经过努力有 3.2 万套防护服

已经通过南方航空公司运回了

武汉。这可算得上是最早一批

的捐助物资了，真是及时雨啊。

但是这次捐助过程可谓一波三

折。

海外侨胞的心与祖（籍）

国一起跳动，他们密切关注国

内动向，澳大利亚的厦门乡亲

首先想到，防抗疫情，医用物资

最需要。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寻

找货源。好消息传来了，厦大校

友蒋静安是做医用防护服进口

澳洲业务的，她正好有 3 个货

柜的防护服在中国，可以捐出。

遗憾的是，经过沟通，发现防护

服标准不符合国内的规定，无

法使用。蒋静安再次查找，惊喜

地发现已运到澳洲的另一批防

护服符合要求，但只有 10 个托

盘、3.2 万件的库存。他们又得

知澳洲中医协会已经要走了其

中的 4个托盘。因为货源是厦

大校友提供的，他们决定就以

澳大利亚厦门商会暨联谊会和

澳大利亚厦门大学校友会的名

义捐出剩余 6 个托盘的防护

服。

此时，陈壬接到了武汉大

学澳大利亚校友会会长的电

话，说大家都捐了钱筹了款，可

就是找不到货源，非常着急。还

有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

澳新分会、武汉大学新西兰校

友会、武汉大学英国校友会也

是如此。

同时，还存在另一个困

难：如何进入中国？群策群力

之下，武汉大学澳大利亚校

友会找到了途径：南航表示

愿意支持。“只要能进武汉，

谁捐都一样，能够第一时间

进入武汉，最好不过”。陈壬

和校友们决定，这批防护服

就由几所校友会共同捐赠，

第一时间进入中国，直接送

往武汉的医院。

“校友们都说不需要留

名，惟愿我们的祖国早日度过

这个难关。”陈壬还告诉记者，

现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很难寻觅

到所需货源。她找到了一些隔

离服，打算用澳大利亚厦门商

会暨联谊会的名义捐 1万件给

厦门，个人捐 5000 件给家乡漳

州。

防抗疫情，他们与祖（籍）

国和家乡人民在一起！

疫情就是命令，行动只为

分忧，日本爱媛华侨华人紧急

行动起来。春节前，爱媛华侨华

人联合总会会长林全南刚参加

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在辽宁

的交流活动回到日本，马上通

知联合会各位理事，通报国内

疫情，同时召集理事会号召同

胞们开展募捐为祖（籍）国分忧

解难。

大年初一，林全南会长在

为爱媛中国留学生举办第十回

奖学金颁发仪式之际，现场发

动留学生们参加募捐活动。在

1 月 27 日的联合会团拜会上，

理事、会员们也表达关切，积极

捐款。善款将用于购买筹集国

内急需但又短缺的医用口罩和

防护用品。

经过辛勤努力，目前已经

筹集了近 2 万只医用口罩，并

和国内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于 1 月 28 日和 29 日分批发给

国内有关部门。1 月 30 日，又

给厦门医学院捐出 3600 只医

用口罩。预计还将筹集 4 万只

目前处于紧缺状态的日本口罩

和部分防护医疗用品紧急送往

武汉等地。此外，林全南个人还

通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

100 万日元，专项用于“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国有难，我有责。武汉，

别哭！我们海外侨胞与你们同

在！”林全南如是说。

现金购买，于是有人到银行取

现金，有人到仓库取物资，“整

整忙了一个多星期，像打仗一

样。”

而且，运送这些物资还存

在通关和航班等问题，王泉成

再三表示“排除万难也要把紧

缺物资送回祖国”。厦门海关、

外代、口岸办、厦航等单位特事

特办，简化通关手续，使他捐赠

厦门、南安各 500 套防护服及

各 2000 个 N95 口罩得以运抵

厦门并顺利通关。还有这 2600

套饱含王泉成的热血与汗水的

防护服，历经曲折，也将从迪拜

经北京再运抵厦门，为厦门的

防疫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的支

持。

林龙安、许健康等港澳知名人士

积极助力抗击疫情

香港侯昌财认捐 2200 套防护服送给厦门

王泉成：排除万难也要把紧缺物资送回祖国

南非李新铸积极寻找货源，代采口罩和防护服

第一时间，3.2 万件防护服从澳洲飞往武汉

日本爱媛侨团林全南积极为武汉防疫抗灾捐资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