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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侨办市侨联为归国海外侨胞送去温暖
本报讯（记者 林希 翁舒昕 通讯员
赵舒婷）
“亲爱的海外侨胞乡亲、港
澳台同胞：疫情当前，您回到家乡，
我们一起加油。隔离不隔爱，既保自
身周全，亦保亲人平安，
感谢您的理
解。斗阵来抗疫，Amoy 郎最团结。
让我们共同守住来之不易的向好形
势。”
这是厦门市侨办、市台港澳办
与市侨联联名写给入境后正在酒店
进行集中医学观察的侨 胞的慰 问
信，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海外侨胞乡
亲、港澳台同胞深切的牵挂和关爱。
在海外疫情日益严峻之际，
市侨
办、
市侨联等单位开展“五个一”
人文
关怀活动，
做实做细
“暖人心”
工作。

专项检查排隐患
市府办、
市外办、
市侨办、
市台港
澳办、
市文旅局、
市卫健委、
市侨联等
单位成立检查组，
拟定专项检查实施
方案，
对厦门市级所有集中医学观察
点的卫生条件、
安全状况、
合法资质、
收费、
餐饮、
管理、
服务等情况进行集
中走访检查，
排除安全隐患，
落实防

控措施，
督促做好服务保障。

热线电话不间断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海外
侨胞服务工作，方便海外厦籍、闽籍
乡亲及时了解国内、
福建及厦门疫情
防控相关政策措施，
市侨办、市侨联
发布了 24 小时热线咨询电话。公布
首日即咨询电话不断，几乎没停歇。
连日来，
共接听来自澳大利亚、德国、
英国、美国和港澳台地区电话上千
个。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相关问题，
指导侨
胞做好防护措施，
劝导非必要旅行。同
时，
帮助侨胞协调解决合理诉求。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外防疫
情输入工作部署，
市侨办、市侨联还
安排精干力量到机场分拨中心加入
驻点工作专班工作，
投入境外疫情输
入防控一线和为侨服务最前沿。

小小慰问心头暖
市侨办、侨联领导实地走访夏
商怡翔酒店等 5 家市级定点留观酒
店，仅 3 月 24 日 -25 日两天就向
860 位返乡海外侨胞、留学人员等

健康防护精神焕
市侨办与市侨联联合向集中医学
观察的海外侨胞发放防护手册和健康
服务卡，
随时答疑解惑，
开展心理疏导
和安抚，
以缓解压力、
缓和情绪。
鹭风报社整合了网络健康咨询
平台、入境流程、清明云祭扫等最新
资讯，编发微信公众号，贴心告知海
外侨胞。

厦门侨企测温产品海外订单猛增

福建向 11 国捐赠
防疫医疗物资

订单来自新加坡、
越南、
俄罗斯等十多个国家

本报讯 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消息，
3 月 20 日，福建省向 11 国捐赠价
值近 250 万元人民币的防疫医疗物资。该
批物资于当日从福州口岸启运送往各国。
这批物资主要是医用 N95 口罩及普
通医用口罩，捐赠给亚洲疫情比较严重
的日本、韩国，欧洲疫情比较严重的意大
利、西班牙等 6 个国家，以及福建华人集
中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 3
个东南亚国家，共计 11 国。受捐对象共
20 个，覆盖了福建省大部分省级国际友
城。
据省外事办介绍，前两个月，在福建
抗疫艰难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宝贵的
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据不完全统计，疫
情发生以来，全省共收到来自 33 个国家
的 69 封慰问信，收到日本、韩国、塞尔维
亚、印度尼 西 亚 、英 国 、以 色 列 、澳 大 利
亚、
沙特、
塞浦路斯、老挝等 10 国的 12 个
省、市级国际友城及 15 个友好组织和友
好人士的物资捐赠。
（蒋巧玲）

本报讯“发挥血缘、地缘优势，
助力菲律宾华侨华人、在菲中国公
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医诊断分会主任委员、福
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李灿东 3 月 23
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表
示。
近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加
速蔓延，形势颇为严峻。“福建中医
药大学该怎么帮助海外侨胞呢？”李
灿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指出，
希望给侨胞提供一些必要的咨询和
帮助。
福建中医助力菲律宾防控新冠
肺炎平台“越人小宝”(以下简称：
“平台”)应运而生，于 3 月 20 日上
线，助力菲律宾华侨华人、在菲中国
公民防控新冠肺炎。
该平台将中医舌诊、面诊、闻

发送了温馨慰问卡、厦门特产小礼
物等，送上家乡人民的情义和侨务
部门的温暖。
各区侨办、侨联也纷纷行动起
来。同安区侨联上门走访看望返乡
已经解除隔离观察的侨胞，询问其
工作与生活情况；对尚在进行医学
观察的侨胞送上“小书刊”
“ 小特
产”；对尚未返乡的海外侨胞通过电
话、
微信联络，告知国内疫情形势和
入境政策规定。思明区委统战部、
区
侨联为集中医学观察的境外返厦侨
胞准备了 500 份暖心适用的“战疫”
小礼包，内含慰问卡、温度计、洗手
液及口罩等。

本报讯 厦企研发的智能
测温产品，将通过国际物流运
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助力
海外疫情防控。记者日前从侨
资企业美亚柏科获悉，美亚柏
科控股子公司美亚中敏研发
的测温门等防疫类产品，
海外
订单持续快速增长。公司现正
加紧生产，在优先保障国内防
疫需求的同时，
满足国际市场
需求。
美亚中敏副总经理杨佳
悦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
美亚中敏借助企业自身硬件
技术储备能力，第一时间组建
攻关团队，
用时一个月研发了
基于红外线技术的两款全自
动非接触式体温检测产品。截
至目前，产品不仅在厦门实现
落地应用，还收到确定订单 3
个、意向订单 20 多个，分别来
自新加坡、越南、俄罗斯等十

诊、问诊整合在一起，客观采集与分
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提供中医
检测信息和疾病风险预警，并根据
检测和风险预警的不同结果相应的
给出新冠肺炎防控方、
饮食调理、运
动调理、外治法、
生活起居等不同的
中医方案和调理建议。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
医院中医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淑娇
指出，
通过这个应用，可以对自己的
体质、
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尤其是新
冠肺炎期间，可以给咨询的人提出
一些调理建议。“希望借助这个平
台，让我们发挥福建中医药大学在
学术上的优势，帮助菲律宾渡过难
关。”
曾于 2019 年在中国 - 菲律宾
中医药中心工作半年时间的陈淑娇
与菲律宾当地的华侨华人建立了非

多个国家。
杨佳悦介绍，
公司研发团
队不断调试，
尽可能提升红外
线测温准确性，
最终使测温产
品的测温误差控制在 0.3℃至
0.4℃以内。而在产品功能设
计上，突出“快速筛查、自动报
警”的差异化特点，
“以测温门
为例，只要人员走过测温门，
无需停留或站立特定区域，即
可实现毫秒级响应测温，一旦
体温出现异常，就会发出声光
警示。”
记者注意到，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
厦门多家科技企
业瞄准疫情防控和疫情催生
的“无接触”需求，
研发智能测
温产品。有业内人士认为，未
来，测温设备很可能与人脸识
别等设备一样，成为人流密集
场所的标配装置。
（陈璐 林露虹）

常良好的关系。
“他们十分推崇中医
药文化。”
据了解，
“越人小宝”平台就是
由中国 - 菲律宾中医药中心推出
的。值得一提的是，该中心是由福建
中医药大学申请、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依据《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
划 (2016-2020)》 批准设立的“2018
年度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立 项 项
目”，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海外中心
建设项目，由李灿东博士担任项目
负责人。
据李灿东介绍，
“ 越人小宝”平
台是中国第一个 中 医 药 助 力 海 外
新冠肺炎防控的网络平台。华
侨 、华 人 及 海 外 留 学 生 等 在 国 外
登 录 该 平 台 ，填 写 相 关 内 容 ，中
医 药 专 家即可提供一些防控指导。
（叶秋云）

泉州开通 24 小时海外热线
为广大乡亲侨胞服务
本报讯 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广大
港澳乡亲和海外侨胞的健
康安全牵动着家乡人民的
心。连日来，泉州市各级侨
办、侨联系统广泛宣传、耐
心引导、靠前服务，支持支
援港澳乡亲和海外侨胞抗
击疫情。
3 月 18 日上午，晋江
市 7 个镇(街道)侨联组织
向海外晋江籍社团捐赠一
次性防护口罩 35.4 万个，
下午，利郎集团、斯兰集
团、浔兴集团、久久王食品
四家爱心企业向菲律宾菲
华商联总会、菲律宾晋江
同乡总会捐赠一次性防护
口罩 10 万个和医用 无 菌
防护服 7000 件。此外，洛
江区向香港泉州洛江同乡
总会赠送 1 万个口罩；石
狮市调配 10 万个口 罩 驰
援旅港石狮乡亲。
除了捐款赠物，家乡
还有暖心服务。泉州市在
全省率先向居住在泉州的
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国

八闽侨声

人士开放口罩购买。依托
3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017 个 侨 团 、300 个 港 澳
社团以及海外侨胞在泉亲
属，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
向广大港澳乡亲和海外侨
胞送去党委政府的关心和
防疫政策，
宣传人数达 98.36
万人次；制作闽南语版的
海外闽籍侨胞防护指南，
发出 《致海外泉籍侨胞的
一封信》
《致海外和港澳台
泉籍乡亲的告知信》 等。
市、县两级侨办、侨联系统
开通 27 个“24 小时海外服
务热线”，为广大海外侨胞
答疑解惑，提供咨询和服
务。临近清明节，及时倡导
海外乡亲通过网络祭拜、
延期返乡扫墓祭祖、委托
国内亲属祭拜等方式，减
少旅途奔波和感染风险。
南安 市还发 挥 432 个 市 、
镇、村三级侨联组织以及
1000 多名侨联工作者的组
织网络优势，提供“代祭
扫”志愿服务。
（王树帆 郑志江）

微信连华侨，
直播帮祭扫
福州马尾推出
“代祭扫”
服务
本报讯“感谢你们帮
忙，让身在海外的我们，非
常 感 动 …… ”3 月 21 日 ，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安
村文明祭扫服务志愿者小
分队成员宋美榕在长安村
得福楼里，通过视频连线
为远在美国纽约的林晋佑
直播代祭相关事宜。通过
微信视频，林晋佑远程缅
怀先人。
林晋佑在美国已经
30 多年，每年清明节，他
都会从国外回来祭扫，今
年他原本已经买了月底的
机票，但国内外疫情形势
严峻，为了减少感染的风
险，他选择退票，但没有回
乡祭扫让他始终记挂在心
里。
“那天，村干部通过微
信告知我们，可以为我们
提供代祭服务，我第一时
间就委托他们，心里一块
石头也落地了。现在这样
特殊的时候，作为华侨更
要响应政府号召，文明低
碳祭扫。”林晋佑说。
当天，在长安得福楼，
接 受在 外 华 侨 委 托 的 10
多名志愿者分别为每个骨
灰盒格清扫灰尘、敬献鲜
花、深深鞠躬……小分队
成员以端庄的仪表、真诚
的敬意开展代祭扫服务。
宋美榕告诉记者，长
安村在外华侨多，许多华
侨因为疫情不能回来，文
明祭扫服务志愿者小分队
就是为不方便返乡的华侨
提供代祭服务，让海外同

胞也能感受到家乡的温
暖。
“为了做好清明期间祭
扫工作，我们第一时间联
系村里华侨，发放宣传倡
议书，开通代祭专线，可电
话、
网络预约，同时通过微
信 、电 话 等 形 式 告 知 华
侨。”
不仅长安村，目前，亭
江镇 20 个村(社区)成立由
村 (社 区 )工作 人 员 、志 愿
者组成的文明祭扫服务志
愿者小分队。亭江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清明节是祭
奠先人、追思故人的传统
节日，当前又正值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为了做好
疫情期间祭扫工作，并让
海外华侨能安心留在当
地，小分队一方面落实疫
情期间祭扫的各项安全措
施，宣传引导群众文明祭
祀、
安全祭祀，另一方面为
不能返乡的群众提供代祭
扫服务，线下帮忙完成祭
扫相关活动，线上通过微
信连线海外的方式，让海
外华侨安心居家全程参与
祭扫活动，目前已有 200
多人委托祭扫。
据悉，为做好清明期
间文明祭扫工作，亭江镇
志愿者在辖区开展“倡导
文明祭祀、弘扬绿色清明”
为主题的移风易俗宣传活
动；
开展预约祭扫。海外华
侨可通过各村(社区)清明
节祭扫预约服务电话，预
约代为祭扫服务。同时，
暂
停群体性聚集性祭扫活
动。
（许琳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