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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华人机构为当地民众

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检测
为了让更多民众获得免费新型冠

状病毒检测的机会，美国亚美医师协

会、美国福建同乡会，以及曼哈顿华埠

共同发展机构于当地时间 6 月 17 日，

在曼哈顿华埠科西街(Forsyth St.)夹东

百老汇的怡东楼旁，为民众举行免费新

冠病毒检测，参加者只需提供姓名、出

生日期、住址、联系方式以及家庭医生

姓名，即可免费检测。

亚美医师协会在纽约市多个华人

居住社区都设有流动检测点，而随着越

来越多民众复工，该协会此次与福建同

乡会合作，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自己的

身体健康状况，安全复工，且有助于大

众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参加者只需提供简单个人资料，无

须合法身份和医疗保险都可参加。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圣保罗逐步开放经营活动

华商复工做好防护
巴西疫情仍在蔓延，圣保罗经过 82

天的禁止商业活动后，6月 10 日市政府

宣布逐步开放经营活动。

华商林旭夫妇，开有数百平方米的

人造花店。他说，最重要的是做好防护，

要带口罩，保持距离，让员工尽量开车

上班，少乘坐公车和地下铁。

华商陈晓影经营的日用百货店，11

日也决定开店。

华商朱郁芬与丈夫，开有面积达数

百平方米的地面批发店。朱郁芬介绍

说，开启商业第一天，她的批发生意，达

到平时生意的一半，因为 82 天的商业

停顿，各地店家急需补货，预计本周是

生意的高峰。但她也再次呼吁侨胞，认

真做好防护工作。 （据中国侨网报道）

约翰内斯堡华人商城向

贫困社区发放物资
当地时间6月12日下午，约翰内斯堡华人

商城香港城向约堡地区的WATERVAAL、

CLEARMONT、RIVERLEA三个社区的

贫困居民捐赠了一批价值 10 万兰特的

食品包和生活物资。这次捐赠的主要对

象是社区的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的贫

困家庭。

据了解，自疫情暴发以来，约堡香港

城已经多次向当地卫生部门、警察局、贫

困社区等捐赠了防疫以及生活物资，配合

当地的抗疫工作贡献出华商的一份力量。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以及冬季的来临，商

城管理方表示，他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回馈

当地社会，积极组织更多捐赠物资，在寒

冷的冬季为那些贫困民众带来一些来自

华人社区的温暖。（据《非洲时报》报道）

新加坡贸工部长致谢

华商疫情期间所做贡献
日前，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发表

全国讲话，感谢华商在新加坡供应链被

打断时积极帮政府寻找新货源，增强了

当地的经济韧性。

陈振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

各地封城锁国，打断了新加坡许多供应

链。所幸港务集团、新航、新翔集团、新

科物流、职总和昇菘超市等私企和政府

部门紧密合作，并通过强大的企业人脉

网络，把世界各地的必需品带回新加

坡，为当地保住了必需品的供应。

陈振声说：“我也要感谢华社的商

界领袖们，积极帮助政府寻找新的货

源。谢谢大家的付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日前，法国福州十邑同乡

会、法国福建工商联合会代表

来到巴黎 13区政府，向区长顾

梅转交了两协会捐赠的 2万只

医用外科口罩。

法国福州十邑同乡会秘书

长石朝飞向记者介绍，这批物

资本是 3月份法国疫情严重时

旅法福建乡亲捐款从国内采购

的，但由于物流渠道不畅，一直

没有运达。后在中国外交部、中

国驻法使馆和有关部门的帮助

下，近日才从中国运抵法国。

捐赠仪式上，法国福建工

商联合会秘书长冯神恩向区长

顾梅介绍了法国福建工商联合

会、法国福州十邑同乡会的基

本情况；同时表示，两协会有很

多成员在巴黎 13 区居住、工

作，希望加强与区政府的联系

与沟通，共同为该区的经济文

化繁荣贡献力量。

顾梅代表 13 区区政府感

谢法国福州十邑同乡会、法国

福建工商联合会的捐赠。他表

示，虽然法国的疫情向好，但是

依然有疫情再起的风险，要时

刻抓紧不能放松。这批口罩将

为 13 区恢复经济活动，保障居

民健康作出及时的贡献。同时，

他感谢旅法华人团体在疫情期

间所做的努力，捐款捐物、团结

抗疫；并高度赞扬华人团体积

极融入法国社会，特别对 13 区

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据《欧洲时报》报道）

自阿根廷疫情暴发以来，

旅阿各侨团积极行动，成立了

阿根廷侨界抗疫委员会，积极

筹物筹款，向当地政府、医院、

警察局、养老院等部门和单位

捐赠口罩和防护服等防疫物

资，受到当地政府、医院和民众

的广泛好评。

近日，应基尔梅斯市政府

市梅拉?门多萨市长请求，阿根

廷侨界抗疫委员会携手基尔梅

斯华人超市商会带着抗疫物资

来到基尔梅斯市政府，受到梅

拉? 门多萨市长和卫生部乔纳

丹?康菲诺部长的热烈欢迎。

在捐赠座谈时，梅拉?门多

萨市长介绍说，阿根廷各地新

增确诊病例都创新高，基尔梅

斯市也是布省重要疫区之一，

对旅阿华侨华人的大爱之举深

表感谢。市长表示，阿根廷侨界

抗疫委员会和基尔梅斯华人超

市商会的慷慨之举是雪中送

炭，这是对生命的献礼，增加了

基尔梅斯市团结战胜疫情的勇

气和信心。

卫生部乔纳丹? 康菲诺部

长对华人本次的捐赠表达了诚

挚的谢意，感谢中国同胞在基

尔梅斯市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伸

出援助之手，让当地民众感受

到中国人民的社会担当和中阿

两国人民共同抗疫的决心。

基尔梅斯华人超市商会会

长黄汉钦呼吁商会更多侨胞加

入到帮助基尔梅斯市抗疫的行

动中来，让疫情早日过去、让生

活在基尔梅斯市的华商尽快恢

复工作和生活。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6 月 13 日，位于巴

黎北郊的欧拜赫维利耶市的多名

华商向巴黎大区百余家协会捐赠

了 6万只口罩。

当天上午 10时，法国华人服装

实业商会名誉会长池万峰、林锡森，

会长陈时成，副会长潘明恩等旅法

华商早早地来到欧拜赫维利耶市华

商批发市场的商铺前，准备好捐赠

的一次性防护口罩，等候来自巴黎

大区100余家协会负责人的到来。

巴黎大区议员、负责青年协会

事 务 的 原 议 会 副 主 席 Patrick

Karam 出席捐赠仪式，并代表大区

议会和所有受捐的协会向池万峰、

陈时成等人的慷慨相助表示感谢。

池万峰表示，自己和广大旅法华商

一样，生活工作在法国，也十分关

心法国社会的发展。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旅法华商已

经持续为法国社会各界捐赠了大

批口罩等医用防护用品，希望与法

国民众一起共克时艰。

会长陈时成说，希望通过此次

捐赠，加强与巴黎大区各个其他协

会的联系，共同为促进各族裔之间

的交流不断努力。

（据《欧洲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 6 月 12 日下

午，为助力美国医护人员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纽约闽籍

侨团代表、企业家向纽约皇

后 区 艾 姆 赫 斯 特 医 院

(Elmhurst Hospital)捐赠了 3

万个 KN95 口罩和 200 个

耳温计。美国国会众议员孟

昭文出席捐赠仪式。

艾姆赫斯特医院医疗总

监莫施普（Jasmin Moshirpur)

代表院方接收防疫物资，向

闽籍侨胞表示感谢。她说，

目前纽约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该院感染病人从最

初的仅仅数名，在不到两周

内就急升到近 400 人，且绝

大多数是重症患者，情况一

度十分危急。幸运的是，医

院短时间内受到了援助和

医疗物资、设备捐赠。在近 3

个月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医

院特别感谢华人社团对医护

人员的无私帮助和为社区作

出的积极贡献。

孟昭文高度赞扬了闽

籍侨领对纽约医院的踊跃

捐赠。她表示，艾姆赫斯特

医院所在的皇后区是全美

疫情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3月初，随着美国疫情不断

升温，各地防疫物资严重不

足。她提醒民众要更加小

心，重视个人防疫，并呼吁

政府给医院和医护人员提

供联邦拨款，尤其注重对医

疗系统经费的支持。

（据东南网报道）

菲华各界青委会向菲律宾黎刹省捐赠防疫物资
近日，为助力菲律宾民

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菲华

各界青委会向菲律宾黎刹

省政府捐赠了 2 万个医用

口罩以及 400 包大米、500

箱方便面，以缓解该省因疫

情造成的物资紧缺问题。

黎刹省省长代表、安

蒂波洛市市长卡西米罗

（Casimiro Junjun Ynares），

黎刹省办公室主任约瑟夫

（Joseph Cenidoza），黎刹省

省长助理卡尔米纳（Carmina

Soriano），以及菲华各界青

委会主委黄福安、执行副主

委杨嘉靖等出席了捐赠仪

式。

据悉，自新冠肺炎疫情

在菲律宾暴发以来，菲华各

界青委会密切关注疫情发

展，积极参与当地抗击疫情

工作，先后向菲律宾巴丹

省、邦板牙省等捐赠了多批

防疫物资，展现了该会与菲

律宾民众同舟共济、共战疫

情的决心和信心。

（据东南网报道）

日前，马来西亚新山华族历

史文物馆重新对外开放。重开当

日，截止中午为止，仅有 10名访

客。馆方预计今年的总参观人

次，比起往年将大跌60%。

限制人数限时 1小时
为了降低病毒传播的风

险，该馆限制同时间入场参观

的人数最多为 20 人，并限制参

观时间为 1小时内。13 岁以下

孩童及 60 岁以上年长者禁止

入场。

黄楚沅：遵守SOP暂无导览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主席

黄楚沅指出，由于目前还在复

原期行管令阶段，必须遵照标

准作业程序(SOP)，确保访客在

参观时保持社交距离并做到

“零接触”，因此暂不推出导览

服务。

“我们鼓励旅行团到访前

先预约时间，若一个团来了 40

人，将采取分段式参观安排，分

成两批参观，每个参观时段 1

小时。”

二维码扫描方便读资料
黄楚沅建议访客自行参

观，由于馆内已增设二维码，访

客在参观时可使用手机扫描，

读取资料更加方便。

“参观者在入场时需要测

量体温，并且全程戴口罩。”

他说，该馆之前已为展览

区进行全面的消毒工作，开馆

后每天也将进行至少三次的清

洁和消毒工作。

（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