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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无情人有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京台两地同
胞携手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

为充分保障在京台胞健康福祉，北京市台办第一时
间将相关政策措施等信息传递给在京台胞，通过北京台
资企业协会、在京高校等渠道，了解在京台商、台干、
台生等人的情况，做到疫情每日一报，做好防疫宣传，
加强关心照护，及时了解台胞的需求和困难，并努力协
调解决台胞返京机票改签等问题。

为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和服务在京台胞应对疫情，北
京市台办发布 《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致在京
台胞的公开信》，公布疫情防控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北京
市市区两级已确定 101 家发热门诊和 20 家救治定点医
院，号召台胞增强防护意识，积极配合北京市开展的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北京市台办配合市卫生健康委
制定台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工作处理流程和通报机
制，对于在京台胞确诊病例、需隔离人员、回京台胞出
现发热症状等情况做出规定，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

北京市台办指导北京台资企业协会积极组织动员、
协助服务，连日来，北京台商慷慨解囊，捐赠物资，助
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台资企业协会一批会员企业
率先投入捐赠行列。

北京君太百货公司总裁、北京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章
启正，通过君正基金向武汉捐款 100 万元，同时想方设
法从国外和台湾地区购买价值 100 多万元的急需医用物
资，捐赠湖北、北京等地。为减轻商户因疫情带来的经
营压力，君太百货主动减免月租金约450万元。

宝健 （中国） 有限公司总裁李道通过北京市宝健公
益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武汉疫区捐赠价
值1000万元的空气净化器等应急物资。呷哺呷哺公司通
过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抗击疫情、众志成城”项目捐
款 100 万元。北京台资企业协会监事长周至元为海淀区
捐赠200台医院用二氧化碳环境监测仪。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会员、台湾知名艺人吴奇隆为北
京协和医院捐赠800套防护服、300个护目镜。北京润泰
科技公司在疫情发生后，被指定为“涉疫情医疗废物”
与“涉疫情生活垃圾”定点处置单位，该公司第一时间
响应，春节期间各部门主管及运输、处置一线员工停
休，倒班作业保障医疗废物收运工作及处置设施24小时
正常运转，守好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为表达爱心，

公司还向湖北黄冈捐款10万元。
此外，北京联发科技的台湾总部向武汉东湖新区政府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医疗相关

物资，顶新集团和北京顶新基金会通过下属公司向湖北、北京等全国多地捐款捐物，旺
旺集团正准备向北京捐赠医疗物资。目前，北京台商已经捐款捐物超过2500万元。

“有多少力就尽多少力”，在京台青也积极行动起来。首钢基金创业公社港澳台总经
理、北京市 2019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郑博宇虽然人在台湾，却时刻关心着大陆抗疫的情
况。他和伙伴们一起多方筹措采购防护衣、护目镜等急需的医疗用品，并发往湖北、青
海、浙江等地。

对于目前岛内部分媒体对大陆抗疫的一些负面报道，郑博宇奋力澄清，并运用其在
台湾青年当中的号召力，在“两岸青年”微信公众号上策划推送文章，广泛传播由台青
创作、为武汉加油鼓劲的歌曲，弘扬大陆台胞积极乐观、爱国爱乡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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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台湾当
局一群政客竟露出见猎心喜之态。以台当
局“行政院长”苏贞昌悍然禁止岛内向大
陆出口口罩为起手式，台当局接二连三唱
起“以疫谋独”“仇中反陆”戏码。为了搞
意识形态，无良政客居然连关系万千民众
生命的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工具，真可谓有

“政治”无人性了。
过去，两岸发生自然灾害时倾情互

助，动人情景历历在目。这一次，大陆发
生严重疫情，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伸出援
手，大陆台商、台湾民众也慷慨解囊急人
之难，唯独民进党当局，连一句关心的话
都欠奉，还特意下令禁止援助大陆，冷血
至此，令人瞠目。

岛内知名艺人因此在网上痛斥苏贞昌
“狗官”，引发绿色网民围剿，更多有良知
的人，只能敢怒不敢言。由此，苏贞昌们
又一次达到了撕裂岛内族群、挑动两岸仇
恨的目的。

借着疫情，台当局“外交部长”吴钊
燮居然大骂世卫组织“你有什么毛病”，谰
言“台湾因被世卫组织拒之门外而错过疫
情信息”。实际上，疫情发生后，大陆本着
高度关心台胞卫生健康权益的态度，向台
湾方面通报、分享各类疫情信息和技术类
资料已多达40余次。

世卫组织本周将邀全球 400 位专家举
办与新冠肺炎相关的论坛，拟邀台湾专家
线上参与。根据大陆同世卫组织达成的安
排，台湾与世卫组织之间有通畅的信息渠

道和交流方式，无论是岛内还是国际上发
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台湾地区均可及时
有效应对。吴钊燮们睁眼说瞎话，无非是
为了制造“碰瓷”现场，借机鼓噪参与世
卫组织。

民进党拒不承认“一个中国”，令台湾
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的特殊安排难
以为继，完全是咎由自取。台当局却一再
扮演受害者和怨妇角色，将责任甩锅给大
陆。以往每逢世卫大会召开，民进党总要

“一哭二闹三上吊”，想尽办法“蹭会”。此
刻大陆发生疫情，民进党还要趁火打劫，

“以疫谋独”，午夜梦回时扪心自问，会不
会良心不安？

更奇葩的是，民进党当局一开始高调
宣示要派包机将武汉台胞接回台湾，等到
大陆克服万难将滞留台胞用包机送回台
湾，台当局却翻了脸，百般挑刺找茬，蛮
横拒收另外几班包机。

台当局给出的理由是，大陆第一班包
机没有落实“弱势优先、检疫优先原则”，
包机上还出现了一名“确诊病人”。而实际
情况是，第一班包机的 247 名乘客经过重
重检疫把关，前后 3 次体温检测无异常。
而台方通报的“确诊病人”，不但搞错其台
胞证号，也未按惯例通报其姓名、年龄、
症状等。当武汉方面与该台胞联系时发
现，对方表示自己“一切正常，CT检查正
常，没有收到任何确诊通知”。其中的重重
疑点，令人难免有“欲加之罪”的联想。

所谓的“弱势优先原则”更是不知所

云，首班包机运送的都是台胞本人向当地
台办提出协助请求，急需回台湾的。其中
临时来武汉人员、随行未满 18 岁少年儿
童、已知慢性病患者和60岁以上老人，占
一半以上。这不叫“弱势优先”，什么才叫

“弱势优先”？
而如果台当局不争执“弱势优先”等

问题，3 班包机现在已经带着所有有需求
的湖北台胞返台。优先不优先，就差两三
天，台当局究竟在纠结啥？为了这点时间
差，台当局把剩下 600 多名台胞拒之门
外，是何道理？退一步讲，如果有一名乘
客上机前体温正常而下机后发烧，台当局
就要全盘否定大陆善意而大加苛责，进而
拒绝接受其他武汉台胞吗？

这种鸡蛋里挑骨头，想方设法闹矛盾
的行为只能说明，台当局在意的根本不是
台胞生命和健康权益，一门心思就是要发

“疫情财”，贩卖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已。
疫情如照妖镜，照出部分台湾政客的

冷血卑劣，也照出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深
深敌意。在这种本不该有政治盘算参杂其
中，很容易就能显示善意的地方，台当局
都能做得这么绝，这么伤害大陆人民感
情，庶几可知，民进党是怎么搞砸两岸关
系的了。

台当局“趁疫打劫”底线何在
王 平

台当局“趁疫打劫”底线何在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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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苏万
明） 45万个全球订购的口罩正待
发货，另有 10 万个在赶制当中，
6 万余支洗手液刚刚签完合同，
一批平价日用必需品正在非牟利
超市出售……“九龙齐心抗疫连
线”的这些措施，将惠及香港九
龙区市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正在肆虐，香港面临越来越严
峻的形势。2 月 5 日下午，“九龙
齐心抗疫连线”在红磡商业中心
正式宣告成立，并推出了上述系
列措施，旨在同市民共抗疫情。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
任、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王惠贞
说，目前香港已经有21个确诊病
例，香港各区出现了口罩、酒
精、消毒水、洗手液等物资短缺
的情况，不少市民因此感到担忧。

为此，王惠贞等人联合九龙
各社区领袖，共同发起成立“九
龙齐心抗疫连线”，目的就是集合
社团、商界、专业医护等热心人
士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为九
龙区市民提供一批抗疫防疫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展现香港人同舟
共济、关爱互助的精神。

目前，“九龙齐心抗疫连线”
充分发挥阵营内人士的各种人脉
关系，陆续从全球多地采购到了
55万余个口罩，并签订了3个品种
共6万余支洗手液订单。九龙社团
联会旗下非牟利超市——益群爱
心超市投放了一批大米、米线、汤
包、罐头等食品，并以成本价出售。

“九龙齐心抗疫连线”成员还
在专业医护人员的陪同和指导
下，一起前往黄埔花园社区，给
部分家中有老年人及小孩子的家
庭发放口罩，并提供安慰、咨
询、卫生防护等服务。

同时，“九龙齐心抗疫连线”
还在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进
来，汇聚力量，聚沙成塔。据
悉，相关紧缺物资的筹措，也在
继续进行中。

此外，他们委托香港机构开
通热线，架起沟通桥梁，就市民
防疫需求、政府政策等市民关心
的议题，接受市民建议，并形成
民调报告，提供给政府，以利于
政府推出更有针对性的防疫举措。

上图为香港“九龙齐心抗疫
连线”新闻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发）

香港“九龙齐心抗疫连线”和市民共抗疫情

新华社台北 2 月 8 日电 （记者傅双
琪、吴济海） 2020 年台北灯节于 8日元宵
节开幕，来自上海的大型花灯连续第五年
在灯节上亮相。

在台北市中心的北门展演区，绚丽又
富科技感的大型花灯吸引了往来的市民驻
足参观。彩灯以上海地标“东方电视塔”
以及美丽的天际线为中心主题，搭配活泼
可爱的上海旅游节吉祥物小鹿“乐乐”以
及老鼠爸爸、老鼠妈妈及鼠小宝等玩偶。

东森电视总监姚静宜介绍，彩灯由上海
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和上海文化联谊会共
同指导制作，在台湾由东森电视台整合战略
规划部门的团队协助完成。配合今年的生肖
鼠年，彩灯主题为“沪上迎春到，鼠你最快
乐”，在传统花灯工艺基础上，结合了现代
LED灯光联动效果，并运用计算机建模、3D
打印上色及舞台灯光效果等新技术。

姚静宜介绍，这组彩灯由上海方面设

计制作，往年上海设计团队都会到台北现
场指导组装，今年由于特殊的防疫需要，
两岸双方借助微信视频保持沟通，完成了
彩灯的组装。“元宵节是中国人祈福的佳
节，我们希望这组彩灯能把台北和上海的
友谊带来的温暖传递给大家，也希望大家
能携手同心，共同渡过这个疫情的难关。”

彩灯将从 2 月 8 日一直展示到 16 日台
北灯节闭幕。应台中市的邀请，上海今年
也参加了台中的元宵灯节，花灯设在台中
市后里花博园区的友好城市灯区。

2020 年台北灯节主题为“TOGETH-
ER WE GLOW，转洞台北转动光”，今
年首次串联东西区双主场，将双主灯设置
在南港南兴公园和西门町。东区主灯“展
风神”呈现台式独特风格，西区主灯为充
满童趣的“躲猫猫”。

下图为游客在彩灯前合影。
（主办方供图）

上海花灯点亮台北鼠年灯节

新华社香港 2月 9日电 （记者方栋）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
香港经济雪上加霜，特区政府将审视早前
应对经济下行推出的多轮纾困措施，必要
时将延长相关措施的有效期或者加大力
度；呼吁社会各界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抗
击疫情。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9 日在网
志中表示，已经受外围环境影响和本地社
会动荡拖累的香港经济，年初以来再次受
到打击，经营环境短期难见好转，部分行
业低迷，未来可能出现结业潮和失业率上
升等情况。

张建宗表示，特区政府明白疫情对企业
及广大市民带来的巨大影响，将尽快成立金
额超过 100 亿港元的防疫抗疫基金并制订
援助方案，将密切关注疫情对各行业的影
响，与相关业界保持沟通，提供合适的协助。

特区政府 2019 年共推出四轮纾困措

施，以缓解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的经济压
力，涉及金额共计超过250亿港元。今年1
月，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再公布10项涉
及民生的新政策，以大力提升对基层和弱
势社群的支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赴港旅客人数
锐减，饮食、零售、消费及旅游相关等行业
受到重创。香港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压
力，基层从业人员收入大减，近日更有企业
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期、减薪甚至裁员。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9 日在网
志中表示，特区政府再过两个多星期就要
发表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特区政府正
在评估疫情对香港经济的最新影响，并审
视不同措施的有效性。

陈茂波说，与 2003 年非典时期相比，
今天的香港旅游及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贡
献率更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
击很有可能高于非典疫情对当时香港经济

的影响。就业市场压力将增大，即将在月
中公布的失业率可能会高于去年第四季度
的3.3%。

陈茂波表示，维护企业及员工的资金周
转至关重要，很高兴看到已有银行主动推出
措施，为从事零售、餐饮、运输及旅游等行业
的客户提供可就物业按揭贷款申请暂时还
息不还本的安排。陈茂波还呼吁香港业主为
生意受困的租户提供较大幅度的减租安排。

陈茂波表示，金融市场方面，过去两
星期香港的债券、货币、外汇和衍生工具
市场未见异动。股票市场虽有波动，但仍
平稳有序运作，反映了本地及国际投资者
对香港市场保持信心，特区政府将继续紧
密监察市场变化。

张建宗说，战胜疫情需要勇气、毅力
和信心，最重要的是持正面、积极和理性
的态度。他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凝聚正能
量，同心协力抗击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表示疫情影响香港经济

必要时将延长或加码经济纾困措施

本报澳门2月9日电 （记者毛磊） 内
地防控新冠肺炎的行动牵动广大澳门同胞
的心。为满足澳门各界人士的捐赠意愿，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近期启动了代
收澳门各界助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捐款工
作，得到了澳门爱国爱澳社团、企业和各
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记者 7 日从澳门中联办获悉，截至 2
月 6 日，澳门中联办代收账户共接收澳门
各界捐款 1.02 亿澳门元、3632.45 万港元。

除定向捐款外，澳门各界的捐款将统一划
转湖北省慈善总会。首批代收捐款于2月7
日划转，由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中联办将加
强与湖北省的沟通，及时公开澳门捐款的
使用情况。

此外，澳门社会各界还以不同形式向
内地疫情防控进行捐赠，积极支援内地全
力开展疫情防控，累计捐款捐物折合澳门
币超过3亿元。

助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澳门社会踊跃捐款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