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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昨

天與多位副會長一起到訪中聯

辦，送上支持內地抗疫的400萬

元支票。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代

表中聯辦以及內地同胞，對中總

表示最衷心的感謝。譚鐵牛指

出，中總同仁迄今對香港和內地

抗疫的捐贈總額已超過2,000萬港

元，包括現金和防護物資，許多

更直接運抵內地多個城市，體現

了香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親情。

捐 資 贈 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中總再捐400萬助內地抗疫
至今累捐逾2000萬元 譚鐵牛：體現兩地血濃於水

譚鐵牛強調，這場疫情突如其來，中
總上下為此已經在全球搶購各種物

資逾一個月，克服了種種困難，為香港和
內地同胞抗擊疫情雪中送炭。這些物資和
捐款，不僅分送到香港以及內地的不同機
構和地區，有不少還直接在香港街頭派
發，反映出中總作為香港愛國愛港愛鄉工
商界表率的作用和能量。「患難見真情，
關鍵時刻看擔當」，他指中總的行動，也
是香港同胞的寫照，值得高度肯定和支
持。

譚：樂觀面對 打贏疫戰

譚鐵牛說，中聯辦將繼續轉達香港社會
各界對內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關
心，中央亦全力支援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採取有效措施，加強疫情防控和病患
救治工作，有信心樂觀面對困難，齊心打
贏這場疫情阻擊戰。
蔡冠深及三位副會長王惠貞、楊華勇、

胡曉明介紹了中總以及聯同各方同心協助
內地抗疫的過程。
他們表示，疫情發生以來，中總會員各

自透過不同方式及途徑，出錢出力支援防
疫抗疫工作。該會早前通過不同渠道訂購
10萬個口罩及一批防疫用品，並兩度向香
港市民免費派發其中 32,000 個口罩及
2,000支搓手液，更透過屬下5個地區聯絡
處，與社福、地區機構合作，將口罩分發
給各區長者、基層家庭、少數族裔、安老
院及有需要的人。

蔡：全力支持港府振經濟措施
蔡冠深指出，疫情重創內地、香港以

至全球的經濟，對世界經濟前景造成了
嚴重的不穩定因素，許多中小企業百上
加斤。
為此，他與中總同仁全力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提出振興經濟的一系列措施，尤其希

望相關的措施和撥款，能夠愈早發放到各
個企業的手中，以免出現倒閉潮導致高失
業率，影響民生。
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副部長張強出

席捐款儀式。

新華集團主
席蔡冠深向天津

市紅十字會捐贈1萬件採購自海外的防疫物
資，其委託代表昨日移交。據了解，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以來，新華集團快速響應抗疫，
從海外採購防護服、口罩、防護帽、手套、
鞋套等應急抗疫物資共計20萬件/套，迄今
已向香港及內地多地分別捐贈防護物資總值
超過250萬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義工聯盟捐防疫品助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香港安徽聯誼總會早前在會長方
方倡議下發起「皖港合力，荊楚
聯心」為抗擊疫情的公益募捐活
動，受到理事會成員、鄉友及社
會各界愛心人士大力支持，共籌
得約港幣42.35萬元，通過中聯
辦賑災專戶捐贈給中國紅十字
會。2月28日，香港安徽聯誼總
會常務副會長朱浴龍、吳志斌，
副會長兼秘書長葛焱坤等赴中聯
辦遞交捐款，中聯辦社聯部副部長黎寶
忠代為接收捐款。
早前，香港安徽聯誼總會與香港東區

各界協會，在香港東區關啟明紀念松鶴
老人中心門口，向區內市民，特別是65

歲以上的長者共派發5,000個醫用口罩。
朱浴龍、吳志斌和葛焱坤等一行，在

香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的陪同
下，親臨現場組織派發。在義工的協助
下，派發有序。

安徽聯總籌42萬捐中國紅會

派 罩 幫 長 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本港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已突破百宗，為免社區爆發，
香港義工聯盟「全港防疫清潔運動籌委
會」昨日向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捐贈30萬支
消毒搓手液及30萬個口罩等防疫物資，旨
在團結全城，齊心抗疫，幫助基層市民提
供所需防疫用品。

譚錦球：與民抗疫渡難關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說，在疫情發
生初期，該會迅速成立「全港防疫清潔運
動籌委會」，並撥款千萬元從世界各地搜
羅抗疫物資，為香港抗疫工作做好支援準
備；他希望把30萬支消毒搓手液和30萬個
口罩等物資捐贈給「全港社區抗疫連
線」，擴大受眾層面，匯集各界力量，共
同與全港市民一起抗疫，渡過難關。
他並提到，籌委會自1月底起，已把10

萬個口罩分發給義工團派發給地區基層，
又於網上設立免費口罩申領服務，派發給
長者和綜援家庭。此外，該會亦透過醫管
局，捐贈了逾萬個醫用口罩給公立醫院的
醫護人員，激勵前線士氣。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感謝
香港義工聯盟及香港義工基金一直積極進

行抗疫活動，且盡心盡力為有需要市民提
供各方面的援助。

陳振彬：社區抗疫 你我出力
他並指，今次的捐贈物資將透過不同的

渠道分派去全港各區超過400個服務點，
未來亦會向更多善心者和團體收集防疫物

資，做到「社區抗疫，你我出力」。
全港防疫清潔運動籌委會主席兼香港義

工基金常務副主席余順輝、香港義工聯盟
常務副主席蘇長榮、何超蕸，副主席范榮
彰，香港義工基金常務副主席文頴怡、劉
娟，副主席蒙美玲、張芯瑜等亦有出席捐
贈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廣州社
團總會昨日特別捐贈20萬口罩予「全港社
區抗疫連線」，希望與各界愛國愛港者合
力齊心，投入到對抗新冠肺炎的抗疫戰。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席黃俊康表示，自
疫情發生以來，總會開展了包括善款募
捐、物資購贈、電訪關懷及社區支援等多
項工作的暖心工程。同時為支援本港社群
抗擊疫情，該會也免費派發口罩、酒精搓
手液及漂白水，並協助訂購小童口罩，攜
帶防疫物資探訪獨居老人、老人院、前線
清潔工、保安員等各個弱勢群體。
他表示，深知抗疫工作困難，故希望透
過本次捐贈表達對「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工
作的支持，也想為組織的成員加油打氣。

蘇長榮盼團結戰勝疫情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總召集人蘇長榮

在活動中感謝廣州社團總會的捐贈，並表

示不會辜負大家對抗疫連線的信任。
他續說，未來將在全港400個派發點，

通過5,000多名義工，將這批口罩派發給
基層市民手上，他相信只要聚集社會力量
和資源，團結一致，就一定能夠戰勝疫
情。

出席捐贈儀式的嘉賓包括香港廣州社團
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李鳳琼，廣州地
區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主席徐美雲，香港
越秀各界聯合會副會長周忠信，香港海珠
各界聯合會主席馮翠萍，香港茘灣社團聯
會主席盧錦欽等。

廣州社總20萬口罩贈「連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疫情
當下，各個弱勢社群都急需社會伸
出援手，中國星火基金會特發起
「同舟共濟 新冠肺炎抗疫服務」活
動，並於昨日把4萬個口罩及近2萬
支搓手液等物資，以抗疫包形式分
發予多個傷健團體以及前線醫護人
員，冀社會能多關注特殊人士在面
對疫情時的急切需要。
捐贈儀式昨日在中國星火基金會

的葵興會所舉行，基金會一共送出
接近3,700份抗疫包，當中包括口
罩、酒精搓手液以及食品等。各個
受惠機構包括：香港失明人佛教
會、香港傷健協會、健障互匡會、
路德會石硤尾失明者中心、基督教
靈實協會等都有派代表出席接收物
資，料數千名傷健者、少數族裔以
及前線醫護人員可以受惠；若有餘
下物資則會再通過基金會轄下的社

區服務處向社區發放。
中國星火基金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陳博智指，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大
家都正面對重大挑戰，所以基金會
早前已發起籌募行動，並獲得大批
善長熱心支持，至今已籌得逾千萬
元。
而今批物資正是動用抗疫基金採

購所得，包括4萬個口罩以及1.8萬
支搓手液等，總值超過40萬元；基
金會希望能借捐資幫助本港的弱勢
社群，一起渡過難關。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亦有派代表出

席儀式，代表(科長)邱兆雲感謝基金
會的捐贈，並指基金會成立24年來
一直在內地及香港開展大量公益活
動，更取得了卓越成就；而當前新
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需要大家共
同努力，攜手抗疫，深信一定能戰
勝疫情。

香港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全港各區工
商聯合辦「全港同心攜手抗疫」行動，灣中工

商聯主席李國華、李鋈發，會長曹思豪等聯同一眾義工前日到北角區，向60歲
或以上長者派發口罩，希望憑這個行動解決區內長者對口罩的急切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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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星火
基金會向多
個傷健團體
及前線醫護
人員送贈抗
疫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廣州
社團總會昨
日捐贈 20
萬個口罩予
「全港社區
抗 疫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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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義工聯盟、香港義工基金昨日向「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捐贈30萬支消毒搓手液及
30萬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總眾會長昨日將捐款支票，交予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香港安徽聯誼總會代將捐款交予中聯辦社聯部副
部長黎寶忠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冠肺炎疫
情下防疫物資短缺，基層市民生活大受影
響，保良局聯繫多個善心企業及善長，向
服務使用者及基層市民推出多項支援及資
助措施，與社會大眾共同抗疫。保良局主
席馬清楠日前到多個長者戶派發抗疫健康
包，內有口罩和白米等物品。
保良局由2月中開始陸續向超過18,000
戶基層家庭送贈總額超過350萬元的抗疫
健康包及10萬個口罩，而且亦正連繫其他
十個社福機構，轉贈健包予社區有需要人
士，擴大受惠社群。另基於市面防疫物資
供應緊張，該局同時增撥額外資源，從多
個渠道搜羅了超過25萬個口罩、大量消毒
搓手液、環境消毒噴霧等，正陸續分派予
各服務單位及院舍。
馬清楠感謝捐贈者及機構的善心捐獻，

以及前線同事在疫情下持
守己任，盡心盡力維持服
務，讓體弱長者、弱能人
士及基層家庭等有需要社
群，可在安全環境下接受
專業服務。
他又表示，若特區政府

徵用保良局的北潭涌度假
營和大棠渡假村，將會義
不容辭作出配合。
此外，保良局有見不少

家長因停課及防疫而未能
安排子女返校，為減輕家
長負擔，該局會為未能上課的幼稚園暨幼
兒園兩歲幼兒班（N班）及育嬰班的學生提
供學費及膳食費資助，幼稚園班學生則可
獲膳食費、茶點費和保良局學校校車費資

助，兩類資助同樣為期3個月。另外，保
良局屬下學校亦會推出網上學習平台，以
及提供情緒支援服務，達至「停課不停
學」。

保良局派健康包 多招助民抗疫

■馬清楠（右一）與保良局員工一同製作抗疫健康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