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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市侨联

消息，在当前疫情防控的

关键节点，厦门侨资企业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恢复生产，厦门市侨联联

合市侨商会指导各会员企

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有力有序组织员工

返岗和复工生产，坚决守

住疫情防控的底线。

连日来，厦门市侨

联、市侨商会指导复工侨

资企业抓实抓细疫情防

控工作，落实复工复产前

以及生产过程中防护、疫

情应对、个体防护等措

施。在厦门“统一战线同

心法律志愿者服务团”支

持协助下，市侨联向本市

侨企发出《抗击疫情法律

法规政策措施宣讲普及

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影响下的工程实务

问题解答》就不可抗力情

形的认定、延误工期是否

免责、经济损失如何分

担、项目复工的保障措

施、疫情防控服务指南等

作了详细解析。

厦门市侨联常委、市

侨商会副会长、蓝保 (厦

门) 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吕奋勇在得知防

疫一线和多家侨企紧缺

复工急需的 84 消毒液

后，发挥企业专业优势，

积极配合集美区政府配

置了一批含氯消毒水，分

两批配制 400 吨散装消

毒液除免费供应正在复

工投产的侨商会会员单

位外，还无偿提供镇街村

居、抗疫一线、学校、医

院、企业店铺及环保、应

急、市政等系统单位，正

在或正准备复工投产的

宝龙集团、厦门优盾农

业科技、雅特尔实业有

限公司等 20 多家侨资企

业，保障了各单位及企业

复工前的日常防疫消杀

工作。

会员胡纵衡的企业厦

门新弘立实业有限公司已

正式复工，企业成立防疫

工作小组，安排员工错峰

返厦、分批返岗、灵活复

工；外地返工人员到岗必

须隔离 14 天后才可上岗；

企业每天早晚检测上下班

人员体温，保障房屋通风，

定时做好办公场区全面消

毒、卫生保洁。

“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我们一定能赢！”大家

纷纷表示，不会被困难和

问题吓倒，将全力以赴推

动企业的复工、开工。

本报讯 福建省政协

常委、香港闽籍爱心企业

家蔡建四从美国紧急采

购的一批医用防护物资，

2 月 18 日运抵厦门高崎

国际机场，捐赠给福建省

红十字会和福建省泉州

市红十字会，用于福建疫

情防控。

为助力家乡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身

为福建省港区政协委员联

谊会会长、香港宏创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蔡

建四，连日来多方联系、商

谈购买医用防护服的渠

道，向美国知名防护服生

产厂商采购到这批医用防

护物资，包机空运上海，并

从上海虹桥机场空运厦

门。

这批医用防护服共

600 箱 15000 套，每套价值

23.8 美元，总价 35.7 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共 248.11

万元。其中，10000 套将捐

给福建省红十字会，5000

套捐给泉州市红十字会和

石狮市总医院。

“福建省各级港区

政协委员都非常关注新

冠肺炎疫情，也牵挂奋

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安

全，希望为抗击疫情贡

献一点力量。”蔡建四

说。

1月 28 日起，蔡建四

向福建省港区政协委员发

起捐赠抗疫善款和物资的

倡议，得到积极响应。永鸿

集团董事长林雄申火速联

系到安徽合肥一家口罩生

产商，订购 100 万个防护

口罩，并派公司专人驻厂

及时调配物资驰援武汉和

家乡；香港祥龙集团董事

长景浓捐赠 100 万元(人民

币，下同)。

其他福建省港区政

协委员亦通过各自渠道

分别从美国、日本、加拿

大、德国、澳大利亚以及

东南亚各国等，采购疫情

防控急需的医用口罩、防

护服、护目镜等物品，全

力支援湖北和福建家乡

疫情防控。

据福建省政协港澳台

侨和外事委透露，截至目

前，福建省各级港区政协

委员捐赠抗疫善款和物资

达 1330 多万元，其中物资

总价值 320 万元。

（杨伏山 闫旭）

本报讯 2 月 12 日早

8 点，首批 140 万件防疫

医疗物资从吉隆坡搭乘

飞机，于 12 点半抵达厦

门，之后运送至武汉各家

医院。这批防疫物资凝聚

着海内外诸多爱心人士

的心血。

武汉的严峻情况牵

动着陈嘉庚基金联谊会

会员的心。联谊会海外会

员单位及广大华侨华人

密切关注内地疫情动态

和武汉情况，希望尽己所

能筹集物资，支持抗击疫

情前线。

迅速成立

工作小组备战
陈嘉庚基金联谊会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香

港成立。虽然成立时间不

长，但得知武汉疫情后，

支援行动非常迅速，迅即

向海内外会员单位发出

支持武汉抗击疫情的函

件，会员单位闽都中小银

行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陈

嘉庚先生创办的集友银

行率先捐赠 250 万元善款

购买医疗防疫物资，同时

号召联谊会各东南亚会

员单位竭尽所能支持祖

国，寻找医疗物资，为奋

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英

雄们提供保障。得悉陈嘉

庚基金联谊会的号召，厦

门国际银行集团（含厦门

国际银行、澳门国际银

行、集友银行）第一时间

发动和组织，拨出专项资

金充实善款总额，捐赠总

额合计超过 500 万元人民

币，并成立专门的工作团

队负责物资采购、跨境运

输、医院对接等，日以继

夜推进物资捐赠，希望早

一日将防疫物资交到武

汉前线的医护人员手中。

华侨华人倾力相助
陈嘉庚基金联谊会东

南亚会员单位心系武汉，

充分发挥海外资源优势，

竭力联系医疗物资供货

商。充分调动广大华侨华

人的力量，在物资极为紧

缺的情况下，齐心协力寻

找到了马来西亚手套大

王的顶级医用手套工厂。

在紧锣密鼓商定购买数

量与金额之后，工作人员

们马不停蹄地跟进，协调

运输，在不到一周的时间

里，成功调动当地库存现

货，并集中于南部工厂统

一出货，环环相扣，分秒

必争。

突破重重难关

付运物资
物资到位后，如何运

送回国又是一道难题。联

谊会工作人员一方面夜

以继日追踪工厂的货源

变化，调配库存；另一方

面紧密跟踪航班变化，争

取候补机舱位。由于航班

紧张，每日只有一班，考

虑到武汉市医院对物资

翘首以盼，必须争分夺秒

尽早送达。经多重努力，

15 日的航班提早至 12 日

付运。

2 月 11 日，首批 140

万件物资经 5 小时车程

后到达吉隆坡机场，并于

翌日搭乘前往厦门的航

班，之后将通过航运和货

运抵达武汉，交到各家医

院。

爱心在继续奉献
如今，武汉抗击疫情

的战况依然胶着，集友银

行、陈嘉庚基金联谊会同

一时间持续动员各方力

量，多渠道入手。持续了

解武汉当地各家医院的

库存和紧缺物资情况，与

武汉协和医院、儿童医

院、第一医院、人民医院、

雷神山医院等 10 家医院

的医务人员对接，确认每

家医院对各项医疗物资

的需求数量。陈嘉庚基金

联谊会已通过海外华侨

华人力量，寻找到国内紧

缺的医用口罩、防护服、

护目镜等防疫物资，该批

物资也将于近期陆续运

往武汉当地医院。

湖里区侨界积极联动

助力抗击疫情
本报讯（通讯员黄霓裳）疫情当前，湖里区侨联坚

决响应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向全区归侨侨眷、海

外侨胞发出《汇聚侨力共渡难关打赢“新冠肺炎”防控

阻击战》倡议书，号召海内外侨胞齐心协力传播大爱，捐

款捐物、提供采购货源渠道，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倡议书》发布

以来，侨界人士纷纷伸手驰援，捐资捐物，为爱前行。

湖里区侨联副主席吴金标的企业福建上丞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捐赠 5000 个口罩，副主席庄顺茂捐赠 2500

个口罩，并向厦门市侨联捐赠 2 万元，副主席杨钢的

企业厦门智为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捐赠 2500 个口

罩，副主席李冠华的企业金日集团通过浙江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南京红十字会及一线医院等机构，向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及工作人员捐赠价值

100 万的西洋参含片和营养蛋白粉等，以增强医护人

员的免疫力；区侨联顾问谢东方向湖里区红十字会

捐款人民币 2000 元，用于疫情防控。

区侨联机关工作人员积极服务企业，认真落实疫

情防控暨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通过电话、微信等

渠道联系企业 408 家，多轮排查出有湖北籍员工企业

9家。同时，广泛动员侨界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协助分发宣传册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人员摸排、爱心

帮扶、心理干预等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自己的力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复杂严峻。湖里区侨联将继

续全方位、多渠道发动侨界爱心人士，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奉献爱心、贡献力量，共克时艰。

台胞捐赠防护物资

取道厦门发往湖北
本报讯 2 月 15 日 13 时，中国籍船舶“华航 3”轮

缓缓靠泊在厦门象屿码头 15 号泊位，上面装载着台

湾苗栗县台胞张沧棋捐赠支援湖北的 40 吨次氯酸

消毒水。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东渡边检站为船

舶开辟绿色通道，助其快速通关。

2月 14 日，东渡边检站为该轮提前办理了船舶

网上预检边检手续，确保船舶一靠码头即可装卸货

物，同时，派员加强对船舶靠泊边检限定区域的巡查

监护，确保船舶和货物在港安全、便捷通关。

记者了解到，该轮于 2月 11 日装载捐赠湖北的

次氯酸消毒水从台湾高雄港启程，运抵厦门后再通

过陆路发往湖北。 （薄洁叶明亮）

福建省侨联：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

务，加快做好海外捐赠物资的运输、通关工作，确保物资

尽快运抵国内和家乡。”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表示。

2月12日，福建省侨联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总结上阶段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自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中国侨联指导

下，福建省侨联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及时报告海外侨团

(侨胞)捐款捐物的意愿，积极协调厦航免费运送海外防

疫物资，会同省商务厅、红十字会、福州海关、厦门海关

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推动绿色便捷通关。

截至 2月 11 日 12 时，福建省侨联共联系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70 多个海外社团、100 多名海外重点

人士；已入境防疫物资 29 宗，到位各类口罩 188.252

万只、手套 167.2 万副、防护服 2932 套、防护眼罩 100

副、温度计 546 台；收到捐款 115.1172 万元人民币、

100 万元港币；收集并移交国内外采购信息 15 条，全

力支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陈式海表示，要从单独抓物资捐赠转为捐款捐

物与复工复产并重，积极开展“一侨一联”活动，及时

联系和关心侨资企业、海外侨团、直属团体会员等，

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侨联组织的温暖。

陈式海指出，要严格抓好捐赠工作的规范化，落

实好纪检监察相关要求，做到高效、快捷运作，实现

捐赠物资件件清、单单清，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出积极贡献。 （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