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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7 日、8 日，福建

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总指挥

长胡昌升连续主持召开市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专题会

议，研究在当前疫情防控面临严

峻考验的情况下，如何做好节后

返工返岗人员健康管理，推进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市长、总指挥长

庄稼汉出席。

会议全面分析了企业复工复

产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会议

研究决定，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推动建设

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推进工业

企业有序复产工作领导小组、推

进服务业企业有序复工领导小

组，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盘统

筹，确保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两

手抓、两不误，用心用情帮扶企

业，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保

障和支持。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把

问题困难研究得更加透彻，把应

对准备做得更加充分，把思路对

策考虑得更加精准，把工作部署

落实得更加到位，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疫情防控依然是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认真做

好企业复工复产前的疫情防控

准备工作。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制定细化防控方案，严格

落实重点地区员工延期返岗，加

强返岗人员情况摸排和健康登

记跟踪管理，加强出入管理，严

格落实员工佩戴口罩、每日测量

体温等刚性措施，加强车间、食

堂、电梯等通风消毒，强化员工

防护知识培训，做到科学防控、

严密防控。各级各部门要主动

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要加快

兑现省、市各项援企稳岗措施，

加大对企业的用工、金融、法

律、防疫等各方面支持，做好各

类要素保障，努力帮助企业解决

防护物资供应。要落实好帮扶企

业的“六必访”机制，针对“三

高”企业、重点企业、困难企业

等，实施“一对一”挂钩帮扶，及

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加

强统筹协调，形成“6+2+8”合

力，夯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及时解

决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全力以赴保安

全、保健康、保生产。

（蓝碧霞）

本报讯（记者翁舒昕）一场由新

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突然降临，改

变了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海外华侨

华人的生活。海外侨胞积极动员、踊跃

捐助、合力抗疫，全身心投入到购买、

发运“战疫”物资支援家乡的紧张工作

中去。

2 月 11 日，由新加坡华源会会长

王泉成代采购的 2600 套防护服抵达

厦门。王泉成除了自己捐赠外，积极帮

助厦门联络越南、韩国、阿联酋等地货

源，在抢购过程中，发动侨商出资 30

多万元购买，并千方百计寻找物流渠

道运回厦门。华源会驻厦门代表企业

微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本次物资的对

接，负责人乐逢桓表示，新型冠状病毒

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目前很多

国家的防疫抗疫物资都很紧俏，华源

会利用多方资源采购，希望为祖国战

胜疫情尽绵薄之力。

此外，港资企业麦克奥迪（厦门）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 500 只额温

枪同期抵达厦门。“只要祖国有需要，

我们一定义不容辞地筹措各类防疫物

资驰援家乡抗疫情。”集团总经理潘卫

星表示。

当天，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毅恭赴机场探望捐赠企业代表，并

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机场、海关、外代、

市场监管局、红十字会等干部职工。张

毅恭指出，在缺乏防疫物资的时候，特

别感谢华侨华人不断从全球各地采购

大量的防疫物资来捐赠，市委市政府

将以最快的速度把侨胞们的深情厚谊

转运到最需要的人员手中。

市委统战部、市红十字会、市口岸

办、市卫健委、厦门机场等有关单位负

责人现场接转捐赠物资。

本报讯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牵动着厦门政协各界别委员和海

外侨胞的心。厦门政协港澳委员和海

外侨胞代表，迄今已捐款折合人民币

逾 3577 万元，倾力支持抗疫。

政协厦门市委员会 2 月 11 日介

绍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正处于重要阶段，政协厦门市委员

会及时发出倡议，号召政协系统 力

同心，得到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

和海外侨胞代表积极响应。截至 2月

10 日，该市政协系统累计动员 1140

人次、936 家团体和企业参与捐资捐

款，组织捐款 6629.34 万元人民币，捐

赠疫情防控急需物资 582.97 万件。

其中，港澳委员和海外侨胞代表

共捐款折合人民币 3577 余万元，捐赠

医疗手套 158 万个、口罩 127 余万个，

防护服 21 万件，护目镜 1800 套。提供

海外货源信息 22 条。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主要负责人苏

建华向湖北捐款 2622 万元港币；禹洲

集团林龙安、郭英兰伉俪在集团旗下

基金会设立专项抗疫基金人民币

1500 万元，已捐款 520 万元；日本爱

媛县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林全南捐赠

善款 646 万日元、口罩 18.3 万个、医

疗手套 3万个、防护服 300 件；摩洛哥

华人商会名誉会长吴吓曲捐赠口罩

50 万个，由大使馆安排发往国内。

菲律宾、新加坡、法国、新西兰等

海外侨胞代表纷纷伸出援手，一批批

防疫急需物资正源源不断运往内地。

宗教界别委员也持续动员广大信

众、爱心人士为防控疫情贡献力量。南

普陀慈善会通过厦门红十字会捐赠

200 万元(人民币，下同)给湖北省红十

字会，定向用于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鸿山慈善会携手喜多多集团，向

湖北武汉、黄冈、孝感等地捐赠八宝

粥、莲子羹等食品，价值 200 多万元；

厦门市石室禅院慈善会共收到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善款 29.7 万元。

厦门市各区政协也全力动员所在

区政协系统资源，组织捐资捐款。截至

目前，各区政协累计发动捐款近 687

万元；捐赠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

56.28 万件。 （杨伏山）

市委市政府成立三个领导小组大力推进建设项目、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有序复工

提前拨付

防疫研发费用补助
比例提高至 80%

本报讯 记者 2月

10 日从厦门市科技

局获悉，为第一时间

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开

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产品研发，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市科技局将对研发生

产防控产品的生物医

药企业提前拨付 2020

年研发费用补助，拨

付比例由原来的 60%

提高至 80%。

当天，市科技局

发布征集研发补助提

前拨付企业名单的消

息，征集对象为本次

福建省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

间，开展防控疫情急

需的诊断、防疫、消

杀、防护等应急生物

医药、医疗器械产品

研发的企业，且已申

报 2019 年企业研发

费用补助。（王东城）

疫情当前

国家移民管理局
为在华外国人提供便利服务

本报讯自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国家移

民管理局出台落地了

“一揽子”移民管理服

务举措，在证件办理、

口岸通关、信息发布、

咨询答疑、协助医疗

救护各方面为在华外

国人提供了多种移民

服务，截至 2 月 7 日，

直接受众已超过 160

万人次，在华外国商

会、社团及国际友人

对此普遍赞赏。

针对疫情防控期

间在华外国人出行和

信息不对称等实际困

难，中国国家移民管

理局及时编写发布了

6 种外文版《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

预防提示》和英文版

《疫情防控期间移民

与出入境管理工作问

题解答》，向在华常住

和永久居留外国人推

送，帮助其尽快了解

掌握相关防疫抗疫和

出入境政策知识。第

一时间对外开通 24

小时咨询热线和政务

服务邮箱，开发上线

即时出入境信息查询

一键通小程序，直接

为中外人士答疑解

惑。

按照国家移民管

理局部署，针对疫情

防控期间特殊情况，

为外国人提供签证延

期和停留居留证件办

理等便利服务。对因

疫情防控原因难以及

时办理停留居留证件

导致逾期居留的，依

法从轻、减轻或不予

处罚。 （林靖）

闽港高校科研团队联合攻关

加紧开展疫苗研发

共抗疫情，侨界在行动
众志成城，海外侨胞

与祖（籍）国共抗疫情

市侨联引导海内外侨界

助力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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