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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狀肺炎疫情持續，本港抗疫物資短
缺難求，更加重了基層家庭的生活負擔。
新家園協會為協助社區弱勢社群渡過難

助低收入新來港少族家庭「同心抗疫」同渡難關

關，特意連同互聯網專業協會、香港青聯
科技協會、前海管理局駐港聯絡處及合伙
時代合辦「同心抗疫顯關懷」活動，為低
收入家庭、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家庭贈
送抗疫用品及生活物資，讓他們在疫情當
下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一同渡過難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各主辦單位代表，包括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
漢廸，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

民，香港青聯科技協會主席黃麗芳及合伙時代創辦
人梁凱喬等昨晨先到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並
聯同多名義工將採購所得的物資包裝成 200 份抗疫
福袋。一眾小小義工及家長更即場寫心意卡，祝願
香港早日康復。
■新家園協會聯同創科界主辦「同心抗疫顯關懷」活動暨開幕禮。

祝願港早日康復
其後，各代表到深水埗麗安邨，探訪兩戶少數族
裔家庭，派發福袋及心意卡的同時並了解他們的抗
疫需要。餘下的抗疫福袋，包括口罩、洗手液及意
粉等，將會經由新家園協會的義工，上門送到有需
要的人手上。
新家園協會社區發展總監梁秉堅說，香港是多元
化社會，大家共處社區應當彼此尊重，但因是次疫
情出現，導致不少人對新來港人士產生誤會及歧
視，加上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未有支援這
類人士，不少基層的新來港人士都表示失望和無
奈，所以很希望大家能為他們伸出援手。

盼顯示創科界對社會關懷
據了解，今批抗疫物資是由一眾創科界人士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集及捐贈所得 。洪為民表示，大家在抗疫期間都
在努力「撲口罩」。雖說現時價格有所回落，但
一個普通口罩仍至少要 3 元一個，對基層來說已
是一大負擔，且某些少數族裔家庭欠缺防疫資
訊，未必知道口罩供應的最新訊息而被迫留在家
中，希望能借今次活動顯示出創科界同仁對社會
的關懷。
冼漢廸補充，互聯網專業協會一直關心疫情對社
會的影響，除了鼓勵社會多用科技去減低疫情對工
作 或 學 習 的 影 響 外 ， 更 發 起 「One Mask One
Care」行動，鼓勵有能力的朋友以慈善價 100 元買
一盒 50 個的口罩，該會將捐出相同數量口罩予弱
勢社群或團體，呼籲大家能一起参與，為社會送上
■義工寫心意卡。
關懷。

■活動為低收入家庭、長者及少數族裔贈送抗疫用品及生活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義工協力包裝抗疫福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全港郵局明起正常營業
為紀念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 100
周年紀念日，將於 3 月 10 日發行的「香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百周年」紀念郵票將
會 有 特 別 銷 售 安 排 ： 由 周 二 （3 月 3
日）起至 3 月 10 日，顧客可透過網站訂
購該套特別郵票及相關集郵品，各郵政
局會於郵票發行當日設置收集點，方便
市民遞交需要人手蓋印服務的首日封及
郵品訂購表格。署方會另行通知他們到
郵局領取郵品的日期。

量度體溫、提供酒精搓手液、設置消毒
地氈等。局方鼓勵市民透過電話、郵遞
及其他電子方式提交非緊急查詢或申
請。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的香港教師中
心、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中央資源中心
及薈萃館，及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在停
課期間會維持暫時不對公眾開放。

恢復每日郵箱收信

教育服務處等明起如常服務

香港郵政昨日宣佈，全線郵政局，包
括流動郵政局，將於明日（3 月 2 日）
起回復正常營業時間，並會恢復每日郵
箱收信服務。署方指，自農曆年後至
今，已完成派遞 15 萬件內載口罩的郵
件。

教育局同日宣佈，各區的區域教育服
務處、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學位分配組、資歷架構秘書處及其他服
務單位，將由明日起如常提供公共服
務。各辦事處亦會按實際情況實施各種
預防感染措施，包括加強清潔、為訪客

勞工處明日開始有秩序地逐步恢復更
多公共服務，勞資關係科轄下各分區辦
事處、就業科轄下各就業中心和行業性
招聘中心、展能就業科分區辦事處、青
年就業起點、展翅青見計劃辦事處、僱
員補償科、補充勞工科、職工會登記局
及職業介紹所事務科會於星期一、星期
三及星期五恢復提供櫃位服務。

勞處民政總署逐步恢復服務

位於觀塘的職業健康診所會於星期
一、星期三及星期五開放，粉嶺職業健
康診所則會於星期二及星期四開放。不
過，原定於 3 月 18 日及 19 日在旺角麥
花臣室內場館舉行的「安老及復康服務
業招聘博覽」，將會延期舉行，詳情稍
後公佈。
民政事務總署亦由明日開始有秩序地
逐步恢復更多公共服務，民政總署查詢
熱線（2835 2500）將回復正常運作，
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晚上
7時。
各區民政諮詢中心維持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開放，並提供辦
理作私人用途的聲明或宣誓服務。遺產
受益人支援組熱線（2835 1535）及服
務櫃枱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午10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5時 。

政協委員贈消毒品慰警

■劉業強昨日和劉江華、莫錦貴、陳婉雯等落鄉，探訪桂地新村村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攝

劉業強劉江華訪桂地新村派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因應防疫需要，特區政府日前於火
炭駿洋邨設立檢疫中心，附近居民
難免有所顧慮。新界鄉議局主席劉
業強昨日聯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探訪毗鄰駿洋邨的桂地新村村
民，向居民派發口罩等防疫物資，
就設立檢疫中心的安排聆聽意見。
劉江華昨日在劉業強、沙田鄉事
委員會主席莫錦貴，以及沙田民政
事務專員陳婉雯陪同下，先到桂地
新村村公所與村長及村民代表會
面，送上鄉議局為村民準備的防疫
物資，包括 2,100 個口罩、過百支
酒精噴霧、30 多個抗疫包、5 部空
氣清新機等。他們隨後又拜訪數戶
村民，就設立檢疫中心的安排聆聽

意見。

向村民解釋 毋須太擔心
有村民直言，憂心會增加感染機
會，陳婉雯即解釋毋須過度擔心，並
強調新冠肺炎不會經空氣傳播，特區
政府亦會盡力做好防疫措施，比如
前往檢疫中心的衛生署及民安隊人
員都會經由總部專車接送，毋須與村
民共用公共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
劉業強表示，桂地新村現有 40
多戶，約 600 人居住，其中 12 戶距
離檢疫中心較近，車輛出入與物資
運輸的聲音難免對村民造成滋擾。
他十分明白村民有憂慮，但目前
最重要是加強防疫衛生，望大家同
心合力齊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陳清霞、王國強等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數
位港區省級政協委員日前
到警察總部，送上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資，慰問
警察和警察家屬。陳清霞
表示，在艱難時期，香港
各界希望通過捐贈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品，支持警
察懲治亂港分子，為堅定
維護香港社會秩序，打贏
疫情阻擊戰提供有力保
障。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
來，特區政府採取有力措
施，嚴格防控疫情，香港
警隊更是盡職盡責，嚴正
執法、維護社會秩序。」
陳清霞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陳清霞、王國強等到警察總部，送上口罩、消毒液等
採訪者供圖
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警 防疫物資。
方前日依據有關法律拘捕
黎智英、楊森、李卓人等亂港分子，是 工作情況，作出正確指引，尤其是對香
香港法治社會的正義之舉，不僅有助於 港抗擊疫情和與亂港分子鬥爭，提出明
香港社會的止暴制亂，更對維護香港法 確要求，使我們工作方向明確，強化履
治具有重要意義。
職責任，更好發揮「兩個積極作用」。
「作為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港區人
發揮
「兩個積極」
作用
大代表、政協委員肩負着比普通人更重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近期寫給港區全國 的責任。疫情一發生，港區全國人大代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家書」，陳清 表、政協委員就行動起來了，捐款捐物
霞認為，在全國上下全力抗擊新冠肺炎 給內地和香港。」陳清霞相信，只要我
疫情的特殊時期，駱主任致函港區人大 們堅定信心、奉獻愛心、團結一心，就
代表、政協委員，介紹當前形勢，分析 一定能戰勝疫情，打贏這場戰「疫」。

■葉劉淑儀、「Save HK」發起人之一的何先生及容海
恩出席田心村派漂白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葉太容海恩田心村派漂白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新型冠
狀肺炎疫情稍緩，多個政府部門由周一
開始逐步恢復服務。香港郵政昨日宣
佈，全線郵政局將於明日開始回復正常
營業時間，並會恢復每日郵箱收信服
務。教育局亦宣佈，各區的教育服務
處、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等將
從明日起如常提供公共服務；勞工處及
民政事務總署明日起有秩序地逐步恢復
更多公共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持續，香港此前出現各種防疫以
至消毒物資的搶購潮，導致部分防疫物資有
短缺甚至炒賣的情況。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
儀表示，漂白水是重要的清潔用品，目前在
市面上「一瓶難求」，故建議特區政府將漂
白水、口罩及消毒液等防疫物資列入《商品
儲備條例》，確保市場有穩定供應。

居民：活動可算是
「及時雨」

社交網絡群組「Save HK」聯同葉劉淑儀
及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昨日到沙田田心村向
街坊派發漂白水及口罩。田心村居民譚女士
表示，自己早在上午 9 時許已在場排隊輪
候，最終獲得兩瓶 500 毫升的漂白水及一包
口罩。
她表示，家中有一名精神有問題的妹妹，
及一名住在沙角邨安老院的 88 歲患有腦退
化症的母親，需要一個人「兩邊走」，「經
常都要到媽媽那兒幫她清潔一下，尤其是輪
椅這些外出的工具。」由於家中僅剩下半盒
口罩，但每天都要帶母親到樓下買菜及散
步，她需要頻繁地使用口罩，但現在口罩價
格高企，200 多元一盒，是次活動得到的口
罩及漂白水可算是「及時雨」。
「Save HK」發起人之一的何先生表示，
他們為是次活動準備了 7 桶 1:200 的漂白
水，每位輪候的街坊均可獲發 500 毫升，預
計大概可以分發 280 瓶，但他明白有些街坊
可能家裡人口較多或者需要照顧兩個家庭，
因此會按街坊需要彈性分配漂白水。
除了漂白水，他還在 2 月初召集群組成員
募捐口罩，昨日並向田心村輪候的街坊分發
一包五個的口罩，包括小童口罩，一共 600
個，希望「幫得幾多得幾多」。

有街坊上午 9 時許排隊輪候
何先生並表示，田心村是沙田區長者人口集中的核心
區之一，故選在田心村舉行派發物資活動。街坊對是次
活動的反應非常熱烈，有街坊早於上午 9 時許已經在攤
位旁排隊輪候，且非常守規矩，反映了香港人的美德。
「Save HK」 社交網站群組於去年9 月成立，現已有
17.5 萬成員。何先生表示群組成立，是希望能夠把群組
逐漸發展為慈善機構，繼續發起更多扶貧及社區互助工
作，幫助更多基層市民和有需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