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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来，新冠肺

炎疫情在全球持续发展，

海外侨胞了解新冠肺炎

相关知识的需求十分迫

切。侨务大省福建新设 3

个线上途径，为海外闽籍

侨胞抗“疫”提供支持和

帮助。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

省侨联、中国电信福建分

公司等单位联手筹建了面

向海外闽籍侨胞的专属卫

生热线通道，于 16 日开

通，拨打 008659112320，可

24 小时免费咨询福建省医

生关于新冠肺炎知识、防

护、心理援助等方面的问

题。

海外闽籍侨胞还可以

通过福建省卫健委微信公

众号，进入“疫情防控 - 在

线咨询”进行在线问诊。

此外，福建省卫健委联

合福建省侨办、福建省侨联

通过建微信群的方式，更及

时有效地为海外侨胞解决

疫情方面的困惑。目前已组

建 20 个国家的侨胞医疗咨

询群，每个群配备呼吸科、

感染科、院感科、中医科、心

理科 5名医生。

（闫旭郑江洛）

南安推“代祭扫”

服务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本报讯“老家政府在网上发布的一封信和服

务告知书，你看了吗？”“看到了，家乡政府时刻关

心我们，心里暖暖的！”“特别是免费提供“代祭

扫”服务，咱不用回家也能扫墓了。真是帮了我们

个大忙呀！”“真的吗？这个服务也太贴心了！”

……这几日，在境外 200 多个南安社团的会员

中，传得最多、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家乡的来

信和“代祭扫”服务。

近日，南安市发布了《关于清明节期间为南安

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提供志愿服务的温馨告

知》，倡议广大南安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通过委

托家乡亲属、网络祭拜等方式表达对故人的思念，

并为有需要的对象提供“代祭扫”的暖心志愿服务，

避免其因远程出行、人群聚集而感染的风险。

“清明期间，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生为人

子的孝心，令人感同身受。我们将发挥 432 个市、

镇、村三级侨联组织以及 1000 多名侨联工作者

的组织网络优势，竭力为他们提供‘代祭扫’志愿

服务。”南安市侨联主席叶谋锋表示，各地相应负

责人联系方式也连在公开信中一并公布，如有需

要可和当地侨联组织联系登记，有任何问题和困

难，侨联都将给予协助。

据悉，南安此前已向境外 200 多个南安社

团、432 个市、镇、村侨联组织及广大港澳台侨乡

亲发出《致广大南安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一

封信》，倡议港澳台侨乡亲延期返乡扫墓祭祖，或

通过网络、微信或委托亲人表达思念之情。同时，

该市为做到文明祭祀和疫情防控“双保险”，将加

强各个上山路口的管控工作，并增设临时防火检

查站，以通行证的形式，允许每户一至两名代表

在防护到位的情况下上山祭扫，确保不聚集、不

扎堆、不带明火、鞭炮上山。 （陈加松曾军）

宁德侨务部门

做好境外华侨华人入宁防疫联控
本报讯 3 月 15 日下午，福建省宁德市侨办、

侨联等侨务部门开展入境华侨华人人文关怀暨

了解侨企复工复产活动，提高侨界群众的自我保

护意识和防病能力，营造群防群控氛围，助力侨

企复工复产。

期间，宁德市侨联专职副主席陈卫良等 5 人

一行为正在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华侨华人送去

慰问品。

为抓好入境华侨华人健康跟踪管理工作，宁

德市侨联通过电话、微信联系 14 个海外侨团和

重点侨领等人士，宣传国内的防疫政策，了解拟

入境人员的动态和温馨提醒等工作。

与此同时，市侨联成立协助做好境外华侨华

人入宁人员防疫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方

案，要求各级侨联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群等多种方式，及时发布相关防疫防控知识和政

策措施，对近期返乡华侨华人，了解入宁缘由，并

对其答疑解惑。

此外，还根据收集宁德籍侨胞入宁计划和详细

信息，制定《境外入宁人员情况登记表》，发挥侨联

优势，摸排入境华侨华人情况，并上报当地疫情防

控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引导已入境华侨华人在医

学观察期遵守有关规定，帮助心理疏导，并及时帮

忙解决困难，做好人文关怀服务工作。

随后，陈卫良等一行还先后赴侨企蓝湖集

团、福建白莲花化工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复工复

产存在的困难。

据了解，为助力侨企复工复产，宁德市侨联

向侨商会群、新侨人才联谊等多个平台转发了

《着力“四个突出”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省

市场监管局出台“十六条”助力企业和项目复工

复产》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及资讯，第一时间

向侨企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

政策措施，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和服务。

此外，通过电话联系、微信沟通、实地专访等

方式，准确及时了解侨企复工进展情况，向他们

宣传企业复工要求和返岗工人注意事项、惠企暖

企政策等。 （林榕生）

本报讯 福建金源泉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3 月 18 日

通过福建省侨联向海外侨

胞捐赠 150 台手持消毒仪，

支援海外侨团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

记者了解到，这批物资

将通过福建省侨联捐赠给

疫情比较严重国家的海外

社团和闽籍海外侨胞。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

海表示，海外侨胞前一段时

间为祖(籍)国捐赠了大量的

防疫物资，给予家乡很大的

支持和帮助；这次向海外社

团和海外侨胞捐赠消毒仪，

是企业关心华侨、贡献社会

的一种社会责任和家国情

怀的体现。

“当前海外疫情日趋严

重，福建省侨联十分关心关

注海外侨胞的生命安危，我

们有责任来帮助他们、回馈

海外社团和侨胞。”陈式海表

示，福建省侨联正筹划和筹

集更多防疫物资，解侨胞之

需。

据福建金源泉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捐赠的手持消毒仪

是一款用于日常生活消毒

的产品，通过电解自来水 +

盐产生次氯酸消毒水即可

达到消毒作用，使用快捷方

便，并且无刺激无伤害。

福建金源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道华表

示，作为福建工业企业的一

份子，虽无法亲赴抗疫一线

援助，但也希望通过捐赠消

毒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用科技守护生命，希望

能对海外华侨华人有所帮

助。 （闫旭）

本报讯 3 月 13 日，厦

门市侨联携同厦门侨商会

向智为建筑装饰设计公司、

龙侨电子公司等厦门 13 家

侨企代表集中捐赠防护口

罩 9400 个和防疫手册 260

册，助力侨企更快更好地复

工复产。厦门市侨联主席潘

少銮，副主席洪春凤、邓飚

出席捐赠仪式。

潘少銮在捐赠仪式致

辞时表示，自疫情爆发以

来，广大海内外侨界以强

烈的奉献精神和爱国之

心，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侨界无私付出和大力支

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她指

出，当前，在厦门加快高质

量发展落实赶超，推进“爱

心厦门”建设及招商引资

的过程中，侨界应该继续

发挥其独特优势，凝侨心

聚侨力，为助力厦门经济

发展和进步社会贡献侨界

力量。

邓飚在主持捐赠仪式

时，向侨企代表简要通报

了侨界同心“战疫”慈善公

益红榜，他说，在疫情防控

期间，市侨联共收到海内

外侨胞捐款近 700 万元，

医用手套 500 万只，口罩

300 万片，防护服 5 万件，

额温枪 2000 余把以及一

大批消毒液、隔离衣和护

目罩等。相应款物已全部

转交给厦门市防疫指挥

部、卫健委、红十字会、一

线医院及湖北武汉等疫情

严重的地区。

据了解，自 2 月以来，

为推动侨资企业“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厦门市侨联领导积极

落实联系侨企服务制度，

分批分组走访厦门侨企，

先后向 20 多家侨企捐赠

口罩 14400 余个，助力侨企

复工复产，该批口罩均为

侨界爱心人士采购委托市

侨联和侨商会帮助侨企。

本报讯 3 月 13 日

下午，厦门海关所属海

沧海关接到企业求助，

海沧保税港区内企业

安思尔(厦门)防护用品

有限公司有 3 万件防

护服要在当晚出区，需

要于次日紧急出口至

日本疫区。

疫情就是命令，海

沧海关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协调各方力量保障

通关。通过采用“先出

区、后报关”的作业模

式，海沧海关有效减少

办理通关手续业务量；

组成应急处置小组，提

前做好通关准备，实现

各环节第一时间响应和

货物通关零等待。13日

22:30，货物顺利离开海

沧保税港区并运抵码

头；14日 9:30，报关行申

报出口报关单；数秒后，

企业就收到放行指令，

防护服第一时间装船出

发奔赴日本。

安思尔公司关务

郑经理表示:“疫情发生

以来，我司在海沧保税

港区内生产的防护服

无论是出区内销境内

还是出口境外，都受到

海关的热情便捷服务，

充分感受和享受到海

关各项优惠服务措施

的便捷。”

据了解，安思尔(厦

门) 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是国际知名防护服生

产商，长期生产各类型

防护服，相关防护服满

足中国、美国、欧盟、日

本标准，能有效防护冠

状病毒和埃博拉等病

毒。此次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该司累计生

产 40 万件防护服内

销，有力地支持了武汉

等防疫一线医务人员

的防护需要。此次 3万

件防护服出口日本，将

支持日本防疫。

（崔昊郑伯坚）

本报讯 3 月 16 日，313 万个

一次性口罩经过厦门海关所属机

场海关关员的验放，顺利搭乘厦

航航班出口菲律宾，助力菲律宾

防控新冠肺炎。

据了解，当天运往菲律宾

313 万个口罩是由石狮鸿山商

会捐赠给菲律宾当地华人。此次

验放，厦门机场海关启用出口防

疫物资绿色通道，指导企业采用

“提前申报”模式报关，密切跟踪

动态，第一时间为这批物资办结

海关手续，极大节省了时间和成

本。目前，机场海关已将出口防

疫物资列入“快速通关清单”范

围，优先进行验放。

（沈伟彬 郑哲）

本报讯 世界多国疫情

形势日益严峻，最近，厦门

多个疫情应急攻关科研项

目获欧盟 CE 认证，获准进

入欧洲市场。

疫情发生以来，厦门市

科技局快速启动应急科研

攻关，推进疫情防控产品研

发。采取简易立项、经费定

额包干并一次性拨付的方

式，先后组织两批共 32 个

应急攻关项目，共安排支持

科技资金 1085 万元。

厦门大学夏宁邵教授

团队研发的总抗体检测试

剂(酶联免疫法)、总抗体检

测试剂 (胶体金法)、IgM 抗

体检测试剂 (酶联免疫法)、

核酸检测试剂 (RT-PCR

法) 等四个产品获得欧盟

CE准入，已向意大利、匈牙

利、奥地利、荷兰供应抗体

检测试剂。

3月 10 日，厦门稀土所

和奥德生物合作研发的新

冠病毒 IgM/IgG 抗体检测

试剂盒(胶体金法)、新冠病

毒 / 甲流 / 乙流检测试剂

盒(稀土纳米荧光免疫层析

法)、稀土纳米荧光免疫分

析仪，以及宝太生物研制出

的冠状病毒(SARS-CoV-2)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通过欧盟 CE 认

证，获欧盟市场准入资质。3

月 12 日，致善生物新型冠

状病毒高灵敏度核酸检测

试剂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提取试剂盒获得欧盟

CE 认证，获欧盟市场准入

资质，这也是福建省首个获

得欧盟认证的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试剂产品。

（吴君宁钟建平）

八闽侨声

福建民企向海外侨胞捐赠手持消毒仪

厦门市侨联为侨企捐赠口罩 助力复工复产

厦门多个疫情应急攻关科研项目获准进欧洲市场

313 万个口罩

经厦出口菲律宾

3万件防护服出口至日本疫区
厦门紧急验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