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20年2月20日 星期四2020年2月20日 星期四
责编：吴亚明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为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社会各界纷纷尽
己所能，出资出力，同心战“疫”，台企顶新
国际集团就是其中一员。包括康师傅、德克
士、全家便利店、味全、金色大地寰选、甄
会选、顶新公益基金会等在内的集团各公
司，早于 1 月 23 日开始千里驰援全国多地，
奔走在物资输送和补给的前线，为防疫贡献
一己之力。

“让他们吃上一碗热乎面”

湖北武汉，是康师傅华中区区域中心。早
在 1996 年，康师傅就在这里建立了生产基地，
员工自称“康家人”。疫情发生后，他们心系武
汉医护人员，集结了一支先锋队伍，放弃春节
休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医护人员的需求，千
方百计组织调配货源，协调运输车队，联系相
关机构开具通行证明，在专业安全防护下，第
一时间将捐赠物资及时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1月24日，康师傅首批捐助物资送达武汉
市第九医院。1 月 27 日，4250 箱方便面以及
4240 箱各类饮品等物资又及时送至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武昌医院、汉口医院、中部战区
总医院等 14 家定点医院，为一线医护人员提
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说不怕是假的，
但我想得更多的是，要让医护人员在奋战一
天后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当医务人员热泪
盈眶地致谢时，我很感动，也体会到他们的
不易。有困难，咱一起扛。”一名“康家
人”说。

从湖北武汉到全国 26 个省份的 200 多个
城市，康师傅物资捐赠还在持续进行中。截
至 2 月 16 日，康师傅已向各地医疗单位、公
益组织等防疫机构进行共420余次支援，捐赠
方便面、水、糕饼等物资近 14 万箱，价值超
过 500 万元。其中湖北省捐赠超过 2.3 万箱物
资，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送出近10万份免费餐食

疫情当前，德克士遍布全国的餐厅从 1 月
29日起，通过自平台和第三方平台为全国各地
的医护团队及坚守在岗的抗疫人士提供暖心
公益送餐服务。江苏、河南、陕西、山西、山东、
四川、甘肃、云南、湖南、辽宁等地德克士及康
师傅私房牛肉面餐厅陆续响应，累计已送出总
价值286万元、共计9.8万份以上的免费餐食。

德克士和全家便利店两家公司还积极贡
献自己的力量，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200 万
元，用于采购湖北地区医护团队所需相关医
疗器械和物资。

工厂总部位于杭州的味全公司，向杭州
红十字会、疾控中心、街道等防疫单位提供
前线后勤保障，并动员全国力量，为前线防
疫、医疗、疾控、警察等第一线人员，提供
味全冷藏牛奶、酸奶、咖啡等物资，累积捐
赠超过300万元的物资。

金色大地寰选携手甄会选，精选一批便
利即食的方便面、饮用水、饼干等食品送往
医务抗疫一线。金色大地联合恩吉利 （北
京） 贸易有限公司捐赠总价值约115万元、23

万瓶加拿大爱士威尔天然冰河水支援湖北和
上海防疫机构。2 月 13 日，首批 1920 箱物资
已经顺利送达上海疾控等15家医疗机构。

“早争一分钟把物资送到”

防控生产两不误，有序复工保民生。1月28
日，康师傅旗下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工厂——天
津顶益工厂，在天津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开始逐步复工，日产量不低于400万包。目前工
厂存量大概有几千万包方便面，足够满足一座
人口上千万的超大城市每个人两三包的需求
量。随着员工依次返岗，工厂产能还会逐步扩
大，其他全国各区域的康师傅工厂也陆续恢复
生产，为市场和抗疫前线源源不断送去后勤物
资支援。“能早一分钟把这些物资送到需要的
人们手里，作为康师傅的一员，我们发自内心
地感到骄傲。”

恢复产量的同时，康师傅将保障员工的
健康安全和食品安全放在首位。各地工厂遵
照政府疫情防控要求，严格实施“门禁准入
管理”。每一位员工由入厂到进入生产车间，
需经过盘点检查、体温检测、消毒、佩戴口
罩、穿隔离服等严密防护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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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横滨港停泊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接连出现新冠肺炎患者，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
心负责人近日表示，台方已准备包机接回滞留
在邮轮上的台胞，并承诺“此次乘客无须弱势、
疾病优先，会全数统一带回台湾”。

此言一出，台当局的脸就被自己打肿
了：前些天台当局百般苛责大陆，称大陆安
排在鄂台胞返乡时未坚持台方提出的所谓

“弱势优先”原则，故而拒绝接收后续班机。
怎么突然画风大变？难道台胞也分三六九
等，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回来就可以区别对
待？民进党当局的“发夹弯”，坐实了他们在
台胞因疫情返台的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

实际上，在首批由鄂返台的 247 名台胞
中，大陆方面已经考虑了老人、少年儿童和
慢性病患者，有 98 人得到了优先运送。如果
按原计划集中运送，最多只需两三天就可以
让所有人顺利返台。但民进党当局非要提出
所谓“优先名单”。这一名单经过湖北方面比
对，其实完全没能真实反映在鄂台胞的需
求，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整个运送工作反而
因拟名单拖延至今。台当局一会儿说防疫

“收容能量不足”，一会儿又要求“由华航接
运，台方检疫人员全程陪同”，总之是换着法
子横生枝节，极力阻挠。

在如何对待“确诊患者”上，台当局的
“双重标准”更加严重。前些天面对在鄂台胞
返乡一事时，民进党当局称首批返台的台胞
出现一个“确诊病例”，并借此指责大陆检疫
不力。可是，台湾方面迄今也没提供该“确
诊病例”有关具体信息，整个“确诊”过程
充满疑点，台当局却至今未作任何解释。

而根据有关消息，“钻石公主”号邮轮上
已有 2名台湾游客确认被感染，且均为长者。
在明确已有台籍患者的情况下，台当局仍表
示要将他们全数统一带回台湾。这就叫人百
思不得其解了：就算武汉台胞中真有“确诊
患者”，难道从日本接回的确诊台胞，传染风
险比较低？台方收治起来比较轻松从容？

大陆发生疫情以来，台当局急不可耐地宣
布禁止口罩出口，关闭“小三通”，大幅减少“大
三通”航点和班次，拒绝大陆配偶子女入境。总
之针对大陆的政策能紧缩就紧缩。对日本，台
当局表现可就大大不同。如今日本的新冠肺
炎感染人数已居全球第二，但在台卫生部门
的“旅游疫情建议”中，日本还只是列在最
轻微的“第一级”，这一级别可以说几乎无法
引起台湾民众的重视，也不会影响两地航班
的正常飞行。疫情不如日本严重的新加坡却
被列入“第二级”。这不禁让人要问，面对大

陆和日本，为何台当局政策尺度相差如此之
大？难不成同一株病毒，在大陆就很凶猛，
到了日本就变得人畜无害？

这些“双重标准”说明，疫情当前，台
当局没有以防疫为最大考量，却时刻充满政
治算计。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把台胞的利益
放在眼里。他们宁可忙着鼓噪所谓台湾参与
世卫组织议题，以疫谋“独”，也不愿认真思
考如何维护两岸同胞生命安全与共同利益，
让台胞早日安心回家。

如今，大陆方面从关心台胞健康福祉和真
诚帮助台胞出发，早已做好了运送在鄂台胞返
乡的一切安排，这些台胞也在急切期盼和等
待。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把一己私利凌驾于台
胞的利益之上，尽快同意运送安排，让在鄂台
胞早日顺利回家，实现亲人团聚。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都有家人和父母，都
需要亲情和关爱。在两岸共同防疫和维护台胞
健康安全福祉的问题上，请台当局将心比心，
尽快收起政治考量，收起“双重标准”。

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日公布，鉴于新冠肺炎疫
情持续，金管局已协调香港银行业为企业和个人
用户提供支持措施，协助其抵御疫情冲击。

金管局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发展，与
香港银行业商讨合适措施支持中小企业。银行公
会欢迎业界推出相关措施，纾缓中小企业现金流
压力，并解决市民燃眉之急，同时鼓励银行为受
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相应支持，与客户共克时艰。

金管局日前召开银行业中小企业贷款协调机
制特别电话会议，商讨业界如何因应最新发展、
加大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客户。与会银行认为疫情
对中小企业带来冲击，增加现金流压力。受影响
的中小企业众多，涉及层面广泛，除零售、餐饮
等已经深受经济下行影响的行业外，其他包括进
出口和运输行业的中小企业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根据最新情况，香港 8 家与会银行已响应金
管局呼吁，推出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的措施，余
下 2 家与会银行将于短期内推出相关措施。有非
与会银行也响应金管局呼吁，推出不同措施与客
户共渡难关。

香港银行业陆续推出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及个
人客户，包括向企业提供延迟还款及贷款展期、向
个人客户提供按揭还息不还本等。另外，有银行提
供无抵押贷款产品供中小企业应急，增加中小企业
的现金流，并设立特快审批通道处理贷款申请。

有银行同样推出针对个别行业的纾缓措施。
进出口行业方面，一些银行延长贸易融资还款期
配合被疫情拖长的贸易周期，并容许客户申请把
贸易融资额度暂时转为现金透支额度，让客户可
以更灵活地调配资金。运输业方面，有银行已经
向部分受影响客户，包括的士和小巴营运商安排
还息不还本安排或贷款展期。

特别电话会议还讨论了银行如何帮助受疫情
影响的个人客户。所有与会银行均已经或将于短期
内推出纾缓个人财务困难的措施，包括容许住宅按
揭贷款暂缓偿还本金、减免信用卡借款费用等。

就住宅按揭贷款暂缓偿还本金的安排，金管
局在会上表明，尽管银行在正常情况下须遵守住
宅按揭贷款期不超过30年上限的监管要求，但如
果客户有特殊需要，银行可以根据个别情况弹性
处理贷款年期上限。

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在会上表示，鉴于银
行为借款人提供“还息不还本”或贷款展期的安
排，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也会允许使用“按揭
保险计划”的借款人申请这些措施。

就具体银行而言，率先推出抗疫金融服务支
持措施的中银香港，自推出多项防疫抗疫支持措

施以来，已接获超过3000宗查询，主要围绕物业按揭贷款延期还本、“中小企业
抗疫专项贷款计划”等，而申请按揭延期还本的客户，主要从事零售、餐饮及旅
游业。

另一中资银行工银亚洲，继早前推出多项纾缓措施后，近日宣布加码推出针
对本地中小企业的第二轮纾缓措施，包括豁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计划”首年保
费及手续费，延长中小企业循环贷款还息周期等。

早前推出商业客户支持措施的汇丰香港，近来进一步推出一系列减轻个人客
户财政负担措施，包括住宅按揭“还息不还本”，该行同时为任职航空、酒店、饮
食及零售业的个人客户设立支持贷款，上限3万港元，还款期最长2年，申请条件
设最低入息要求5000港元。

恒生银行早前公布支持商业及个人客户，包括进出口贸易贷款还款期延长，
商业抵押贷款及物业贷款还息不还本等一系列纾缓措施。其他推出针对中小企业
支持措施的银行，还包括渣打、中信银行、花旗银行、星展银行等。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称，今年上半年香港零售饮食业低迷，就业市场
受到影响，预计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质性影响有可能高于非典，若疫情在年中前好
转，下半年将全力协助中小企业拓展新商机和多元发展业务，包括从大湾区进军
内地市场及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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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台胞都搞“区别对待” 民进党太卑劣
柴逸扉

图 为 顶
新集团捐赠
的一箱箱后
勤物资被送
至抗疫一线。

（资料图片）

日 月 谈

2月19日，重庆市第十二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从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出发前往湖北。此次医疗队
的 145名医护人员将支援武汉抗
疫前线。重庆市已累计派出十二
批次、近 1000 名医护人员前往
湖北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上图：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市第十二批医疗队队员在出征仪式上。
右图：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市第十二批医疗队队员与前来送行的亲友击掌告别。

黄 伟摄 （新华社发）

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紧缺状况，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街道的一
些服装企业近日在政府协调下，将服装生产线转变为防疫工作需要的隔离服生产
线，24小时不停歇，为防疫一线提供物资保障。图为甘泉街道一家服装企业生产
车间，工人在整理隔离服。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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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2月19日电 （记者郭
鑫） 为响应特区政府防疫及经济纾困
措施，澳门中资金融机构近日相继推出
系列举措，满足中小企业应急融资需
求，与澳门工商界共渡难关，提振经济。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澳门中华总
商会联手推出 12 项金融措施强化对本
地中小微企业的支援力度，包括：推
出抗疫贷支持企业从不同渠道采购卫
生防疫、医药产品等设备及物资，维
持供应充足；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特别是酒店旅游、餐饮零售、运输物
流等行业提供应急资金支持，维持日
常经营服务；对受疫情影响的贷款客
户，完善有关续贷及还款安排；推出
本地采购贷款计划，引导贷款资金流
向本地中小企业；配合政府电子消费
券及医疗券推出本地消费激励计划，
放大消费加乘效果等。

澳门中华总商会与中国银行澳门
分行将陆续推行多项行动计划，联手支
持澳门企业渡过难关，共同设立澳门企
业适度多元发展服务平台，为企业升级
转型、青创科创及大湾区发展投资等项
目提供政策、资金及信息对接。

中国工商银行澳门分行也积极配
合澳门特区政府新一轮经济援助政
策，助力中小企业提升经营活力、刺
激居民消费。继早前推出的 50 亿澳门
元专项贷款援助以及针对中小企业、
居民的金融优惠活动之后，再加码推
出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惠民和助力澳
门经济稳健的金融服务。

为进一步助力澳门疫情后的经济
复苏，配合特区政府加大加快基建投
放，工银澳门特别推出总额150亿澳门
元的“工程贷”，将根据建筑商及工程
企业实际需要制定专属的贷款方案。

澳门中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纾困

江苏扬州：24小时生产隔离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