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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桑梓共克时艰

富贵鸟驰援厦门一线防疫工作
本报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

了厦门这个城市的平静。作为厦门

本土企业，富贵鸟（厦门）实业有限

公司高度重视当前厦门新冠疫情

防控的严峻形势。为了支持厦门人

民抗疫工作，富贵鸟向厦门市同安

区红十字会捐赠 100 万元现金，用

实际行动诠释企业的责任与使命

担当，传递抗疫正能量。与此同时，

富贵鸟在 9月 17日向厦门何厝派

出所捐赠防护服260余套。

富贵鸟（厦门）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洪顶超系福建省政协委

员、厦门市海联会副会长、香港厦

门联谊会名誉理事长。从创业之

初，洪顶超就已将做慈善事业融

入自己的血液里。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挺身

而出。2020 年初，洪顶超就捐赠

20 万元支援湖北，还购置价值 30

万元的防疫物资捐给厦门市相关

单位。此后，又将旗下厦门华诚实

业有限公司转型生产抗疫物资，

并向同安、晋江、香港、马来西亚

等地捐赠了大量自产的口罩。

由洪顶超任职名誉主席的厦

门华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诚”）还带着 75 万只口

康利集团（厦门）捐赠物资助力同安区抗疫
本报讯 疫情当前，许多侨

商侨企本着回报社会的精神，

积极捐资捐物助力防疫抗疫。

近日，康利集团（厦门）向同安

区红十字会捐赠了一批抗疫物

资，以实际行动支持厦门市疫

情防控工作，齐心战疫，共盼平

安。这批物资包括医用一次性

防护服（带脚套）900 套、医用防

护口罩 1008 盒、金银花露 700

箱，总价值近 15 万元。

康利集团创建于 1989年，是

中国石材行业经营规模、加工综

合实力最强的企业之一。经过30

多年的稳健发展，现已成为集矿

山开采、多品类石材生产加工、大

型工程承接、进出口贸易、物流研

发、房地产开发、金融业、运营产

业等为一体的多元化、跨地域的

大型国际化企业集团，产业遍布

深圳、天津、惠州、厦门等地。目

前，康利在厦门拥有厦门蓝色海

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康利（厦

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厦门金电

电子元件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元丰

驰物流有限公司等7家投资企业。

康利集团为厦门市侨资企业

协会副会长单位。

陈章辉福信慈善基金会捐赠 23 万件物资助力抗疫一线
自 9月 10 日以来，福建省

莆田市、厦门市等地相继发现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关联人员感

染者，疫情防控面临严峻考验。

福建省陈章辉福信慈善基金会

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携手福信

集团、大唐地产及其旗下区域

公司，累计捐赠 23 万件紧缺物

资（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消

毒液、护目镜、喷雾风扇、饮用

水等），驰援福建抗疫一线。

为了更好地助力疫情防控，

陈章辉福信慈善基金会和大唐

地产积极协调各项工作，分三

批次将相关物资送往抗疫一

线。目前，捐往厦门同安的口

罩、洗手液、消毒喷雾、矿泉水

等物资以及捐往莆田的医用外

科口罩、防护服、面罩、护目镜

等物资，均已投入使用。

秋阳杲杲，流金铄石。连日

来，厦门的气温居高不下。广大

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成为烈日

下的最美“逆行者”。9月 16 日，

在厦门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和慈

善事业促进处的协调下，陈章

辉福信慈善基金会向思明区梧

村街道捐赠喷雾风扇 50 台、爱

心纸扇 5000 把，以实际行动支

持街道各疫情防控站点的工

作。而大唐地产则发挥地域优

势，联动区域公司协助基金会

将爱心纸扇送往漳州、福州等

地的核酸检测点。

陈章辉、福信集团董事长黄

晞均为厦门市荣誉市民。

福建省陈章辉福信慈善基

金会成立于 2018 年 3 月，由福

信集团捐赠 2500 万元原始基金

发起，经福建省民政厅批准注

册。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秉承

“传承 创新 注重实效”的理念，

始终坚持合规化、专业化运作，

积极推进各项公益慈善业务，

不断提升公益项目的成效，在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教育发

展、新冠抗疫、新型公益等领域

实施超 30 个项目，捐赠总额累

积超过 7700 万元，受益人数超

15 万人次。基金会于 2021 年 2

月获评“5A 级社会组织”，基金

会党支部荣获福建省社会组织

综合党委颁发的“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

（来源：慈善公益之窗、厦门民

政等）

荣誉市民企业东亚机械向同安区慈善会捐赠 100 万元
9 月 22 日，厦门东亚机械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同安区

慈善会捐赠 100 万元，定向用

于厦门同安区疫情防疫工作，

支援同安抗击疫情，共渡难

关。

东亚机械以厦门同安经济

“排头兵”为己任，以舍我其谁

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充分发挥

上市公司的责任与担当，以一

次又一次的支援行动，感恩回

馈着同安这片热土。作为生于

兹、长于兹的本土企业，东亚人

有着无限的热爱与深情，始终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希冀回报

同安于万千，切实履行那份沉

甸甸的社会责任。

回顾这场艰难的抗疫斗

争，东亚机械在公益路上笃

定前行，未曾停下步伐。去年

疫情爆发初期，东亚机械便

立即向同安区慈善会捐款

100 万元，助力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此次福建疫情，东

亚机械党支部快速响应，积

极组织党员和数十位干部职

工，化身最美逆行者奋战在一

线。

取之社会，反哺社会。东亚

机械积极落实各项防疫要求，

多措并举，联防联控，为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歼灭战保驾护航。

作为一家上市企业，东亚机械

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守望相助

的慈善“滴水”精神，发扬社会

大爱，彰显大企担当。

东亚机械董事长韩萤焕为

厦门市荣誉市民。（来源：微信

公众号“捷豹永磁螺杆机”）

厦门荣誉市民企业再显身手

泰普“御兔号”方舱实验室投用

本报讯 经过两天两夜不眠不

休的赶工组装，位于同安工业社

区大学的方舱实验室于 9 月 19

日正式投入使用，接受了同安区

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的标本。

该实验室 24 小时全天候运

行，可实现每天 4-5 万管的核酸

检测量。按目前 10 人 1管的核酸

采集，同安方舱实验室每天可完

成 40-50 万人的核酸检测工作，

助力同安更高效更快捷地完成全

员核酸检测任务。

移动方舱实验室具有机动

性、集成式、应急性特点，可实现

多平台组合应用场景、能够快速

安装与应用。同安方舱实验室由

三个气膜仓组成，实验室内配备

了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实时荧光

定量 PCR 扩增仪、生物安全柜、

离心机等近百台仪器设备，能够

同时实现检验流程的高度自动化

和信息化。

三个气膜仓的防护等级不

同，利用单向连接窗进行规范操

作，可最大程度保证生物安全。同

时，还具有独立性强、功能性强、

安全级别高、可持续发展的检测

优势。此外，它还良好地载配了厦

门泰普医学实验室的专业操控水

平，可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良好

的医学实验基础。

泰普生物科学(中国)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细胞与分子诊断试剂

和诊断仪器研发、生产、销售及医

学检验检测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

生物医药公司，是厦门市侨资企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其创始人姚

铭锋因“积极为厦门引进技术，促

进厦门高新技术发展贡献突出”，

于 2014 年获授第九批厦门市荣誉

市民。

此外，为助力厦门疫情防控，感

恩临危受命的逆行者，泰普生物向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捐赠了

1000 件方便面、矿泉水、八宝粥等

物资。

罩，发放到企业周边的同安区

祥平街道溪声社区、凤岗社区

和新民镇柑岭村。这批爱心口

罩的发放将具体到人。三个村

（居）的近 15000 名居民，将每人

领到 50 只口罩。

去年春节期间，为缓解“口罩

荒”的紧张局面，华诚从零开始，

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将一间普通

仓库改造成无尘生产车间，临时

开设口罩生产线上百条。今年以

来，该企业更是向同安区捐赠了

一百多万只口罩、上千套防护服。

“我们会加班加点生产物资，全力

保障百姓的安全和健康。为防疫

工作尽一份力，我和企业都责无

旁贷。”洪顶超说。

洪顶超的爱心义举与奉献

精神，体现了香港企业家的责

任担当和爱国爱港的家国情

怀。他动情地说：“疫情不停，我

们的生产线也一刻不停。没有

国哪有家，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