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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抗击
疫情，与时间赛跑，格力人奋勇争
先。1月31日，在武汉火神山医院施
工现场，格力空调抢装先锋队第一时
间投入空调抢装工作，争分夺秒助力
火神山医院尽快建成并投用。

武汉火神山医院是参照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
式，在武汉职工疗养院基础上，建设
的一个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的传染病医院。医院总
建筑面积 3.39 万平方米，可容纳
700-1000张床位，目前正在24小
时不间断地紧张施工中。由于项目
紧急，火神山医院的空调安装需要
与施工同步推进，病房搭建完成具
备空调安装条件后，需第一时间开
始安装空调。

1月27日，格力向武汉火神山
医院捐赠的空调物资全部到达施工
现场。为保证工期进度，安装工程
师们提前3天完成集结，全天候在
现场待命。

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热火朝
天，施工人员众志成城，心中只有一
个信念：一定要高质高速地完成医
院建设并投入使用。从1月31日
开始，格力空调抢装先锋队的安装
工程师们也加入到与时间赛跑的施
工队伍，24小时不间断地安装调试
空调，最大限度地保障火神山医院

及早建成，为抗击疫情出力。他们深
知，火神山医院早一分钟建成，患者生
存和康复的希望就更多一分。

据悉，格力首批捐赠的空调中有大

量的风无界新风空调。这是全球首
款双向换气新风空调，用于武汉火神
山医院隔离病房和检测实验室等对
新风要求较高的场所，既可保证在室

内恒温的前提下，实现室外新鲜空
气引入，同时又能起到空气净化作
用，对医护人员和被隔离病人的健
康均有助益。

格力捐赠物资安装先锋队与时间赛跑

为火神山争分夺秒装空调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连日
来，格力电器湖北、湖南、东莞、海南、
天津、安徽、江西、浙江等多地销售
公司向当地医疗单位捐赠了价值近
1000万元的杀病毒空气净化器，并
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运往多家医院，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添砖加瓦。

疫情当前，医院人流量大，容易
出现交叉感染。因此，医疗场所需
要定时定期进行消毒杀菌。格力电
器为各地医疗机构及时送上杀病毒
空气净化器。

1月31日，安徽格力向中国科
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捐赠20台格
力杀病毒空气净化器和30台格力
大松电暖器；江苏格力继续为一线
医院捐赠物资，两批杀病毒空气净
化器分别配送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和南京鼓楼医院。

1月30日，格力电器总部向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捐赠价值200万元
的杀病毒空气净化器，确保该院每
一间隔离病房、每一间办公室、每一
间检测实验室都可以配备至少1台
杀病毒空气净化器，以去除空气中
的固态颗粒物、有害气体、微生物污
染物，改善病区空气环境；安徽格力
向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捐赠一批杀
病毒空气净化器和电暖器；江苏格
力为江苏省人民医院和南京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赠送了一批杀病毒
空气净化器，并于当日投入使用。

1月29日，浙江格力将50台格
力杀病毒空气净化器送达浙江多个
医疗机构。

1月27日，天津格力向天津河海
医院捐赠杀病毒空气净化器；湖南格
力向湖南省疾控中心捐赠杀病毒空气

净化器；江西格力专卖店经销商自发
组织，为南昌市三家定点防治医院捐
赠一批杀病毒空气净化器和取暖器设
备。当日下午，首批物资送达南昌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象湖分院。1月28
日，捐赠物资送达南昌市第九医院。

1月26日，海南格力销售公司
向海南省人民医院捐赠一批杀病毒
空气净化器。

1月24日，东莞格力向当地疾
控中心捐赠了1000台杀病毒空气
净化器。

格力捐赠的杀病毒空气净化器
采用医用级杀毒除菌净化技术，可
99.99%杀灭手足EV71病毒和疱疹
HSV病毒，100%杀灭甲型H1N1
病毒。格力还向全国超过26家医
疗单位捐赠了新风空调、电暖器、电
油汀等物资，为疫情防控一线护航。

格力捐赠杀病毒空气净化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加码

1月27日，格力捐赠的大批空调物资抵达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1月31日，格力的安装工程师抢装空调。 格力电器供图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1月
31日19时30分，由珠海市红十字
会接收的我市首批海外医用物资运
抵珠海，包括12万只口罩及650套
防护服。捐赠人是法国籍华人陈广
城及其夫人。副市长、市红十字会
会长阎武参加交接仪式。

陈广城现为法国中华会馆会
长，夫人在珠海高校任教，岳母在珠
海生活。他和夫人心系珠海，在得
知珠海正全力进行疫情防控后，马
上在法国寻找相关产品供货商，尽
最大努力联系当地医疗机构，筹集
物资。陈广城夫妇共筹集到12万
只口罩及 650 套防护服，总价值
146700元。

1月30日，这批医疗物资通过
中国南方航空由法国发出，经由广
州中转，1月31日19时30分顺利
抵达珠海市红十字会。珠海市委外
办负责人代表外方向珠海市移交该
批物资。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
阎武代表珠海接受捐赠，并对陈广
城夫妇表示感谢。他表示，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役中，陈广城夫妇心
系珠海父老乡亲及奋战在一线的医
护人员，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带头
募捐驰援，奉献爱心和力量，体现了

海外华人扶危济困、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美德。

记者从接收仪式现场了解到，该
批物资是我市收到的第一批海外捐赠
物资，接下来将由珠海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统一安排，及时交给我市急需人
员使用。陈广城在法国表示，将继续
协调寻找医用物品供应商，为我国疫

情防控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疫情来势汹汹，珠海当前各种

医用物资消耗量大，目前，疫情防
控一线急需各类医用防护用品，尤
其是N95口罩、外科口罩、防护服、
隔离服等。有关方面呼吁社会各
界、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积
极伸出援手，共渡难关。

我市收到首批海外捐赠物资

法籍华人捐赠12万只口罩等医护用品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吴梓昊报
道：1月30日，珠海市湖北商会捐
赠仪式在中大五院举行，该会向中
大五院捐赠16500个医用外科口
罩，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1月25日，珠海市湖北商会通
过多种渠道发起爱心募捐，3天便募
集到超过30万元，全部用于采购医
疗物资。“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南
昌的口罩生产厂家，1月28日发货，
1月30日早上送达中大五院。”珠海
市湖北商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疫情形势一直牵动着广大在珠
楚商的心，我们希望为家乡的父老乡
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据该负责人
介绍，珠海市湖北商会还向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捐赠了20000个医用口罩
和7200支消毒水，该会的多位会员
也自发向湖北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

助力中大五院疫情防控

湖北商会捐赠
一批医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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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法籍华人捐赠的医用物资抵达珠海。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吴梓昊报
道：1月31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安全管控组组长张锐，对
我市横琴新区、香洲区及金湾区的疫
情发生地来珠人员安置酒店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督导检查。

在三灶丽枫酒店，张锐听取了
工作情况汇报。据三灶镇镇长周波
介绍，1月26日以来，这里已经接
收了 19 位湖北籍游客及务工人
员。“酒店18位工作人员每天进行
多次消毒、保洁，还为安置人员配送
一日三餐。”周波告诉记者。

在金冠假日酒店，张锐听取了
工作情况汇报。据酒店总经理黄永
生介绍，该酒店已经接收84位湖北
籍人员，目前情绪都比较平稳。“我
们还打算进一步改善伙食，提供湖
北口味的餐食。”黄永生说。

在星乐度·露营小镇，张锐听取

了工作情况汇报。据酒店管理方珠
海大横琴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韩啸介绍，这里实施了三级防控措
施：三级防护区为有密切接触史者观
察区，由专业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
二级防护区为湖北籍或途经湖北游
客观察区，由经培训的专业团队进行
服务；一级防护区为后勤工作区域。

张锐表示，我市公安机关利用
大数据资源，协助卫健部门做好患
者及密切接触人员的核查、隔离、监
测工作，共核查发现184名密切接
触人员，已第一时间通报卫健部
门。目前，我市各区均设置了疫情
发生地来珠人员安置酒店，公安机
关积极配合卫健部门指导安置酒店
落实内部防范制度，督促安置酒店
在重点部位和楼层加派保安员或工
作人员做好防护和秩序维护工作，
防止疑似人员进一步流动和疫情进
一步扩散传播。

市领导检查我市安置酒店和医学观察点疫情防控工作

安置人员一日三餐全配送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1月
31日上午，珠海市红十字会举行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捐赠交接活动，珠海亿胜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等多家爱心企业捐赠款
物和专属保险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阎武参加
捐赠活动。

疫情牵动着社会各界人士的
心，连日来，我市爱心企业、公益组
织和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慷慨解囊，捐款
捐物。1月31日上午，珠海亿胜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捐赠500万元（其
中 200 万元定向用于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设，300 万元用于珠
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健帆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
定向用于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珠海恩捷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捐赠60万元，定
向用于高栏港区疫情防控工作；珠
海亿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捐赠20
万元，定向用于武汉疫情防控工作；
珠海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

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捐赠价
值 100 万元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ORF1ab/N 基因双
重核酸检测试剂盒”，定向用于武汉
疫情筛查诊断工作。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
员和工作人员肩负着神圣的职责和
使命，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横琴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为我市身处一线的“高
危人群”增加了一道保险保障，向
我市参与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公
务人员、新闻工作者、社区工作人
员、武警官兵及其直系亲属等捐赠
专属保险，对受赠对象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导致住院治疗或
身故的，给付住院误工补偿或身故
保险金。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根据要求，凡定向捐赠的款物严
格按照捐赠人意愿用于指定用途，
对非定向捐赠款物全部交由市防控
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统一调配使用，
及时公布捐赠款物使用信息，接受
捐赠人和社会监督。

多家爱心企业捐赠款物完成交接

为举全市之力打赢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这场硬仗，依
法有序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倡导动员社会力量、汇聚人
民群众爱心，协助党和政府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并做好后续相关工作，
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二、根据珠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统一部署，物资捐赠可由珠海市红
十字会负责接收，资金捐赠可由珠海
市红十字会和珠海市慈善总会负责接
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由珠海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统一调
配，并将依法依规公布捐赠接收和使
用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

（一）捐赠物资
接收单位：珠海市红十字会
接收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洲山

路17号珠海市红十字会三楼306
室、308室

联系人及电话：
陈 勇：0756-2257797

13902869563
王映霞：0756-2120377

13672718655
接收流程：捐赠方填写《捐赠意

向书》（含物资名称、规格、保质期、
用途及数量），并提供相应的品质完
好、物资价值证明资料；对接确认需
求后，将收货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发
捐赠方，由捐赠方直接发往受赠单
位或者发往珠海市红十字会；珠海
市红十字会收到《捐赠意向书》且捐
赠方已完成发货后，向捐赠方出具
由国家财政部门监制的“广东省公
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并通过珠海
市红十字会官网公布。

拨付流程与信息反馈：物资接
收方收到捐赠物资，按要求检验并
完成清点，向珠海市红十字会出具
物资接收收据或证明公函；珠海市

红十字会收到物资接收方出具的物
资接收收据或证明公函后，通过珠
海市红十字会官网公布并向捐赠单
位反馈。

境外物资捐赠：协助境外捐赠
物资的通关业务办理工作。

接收物资：
1.防护用品：N95口罩、一次性

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服（B、C类，
含护目镜、面罩、靴套）、一次性手术
衣、医用手套、医用帽子、防护面罩、
护目镜、全面型呼吸防护器等。

2.消毒用品：速干消毒液（含醇
和过氧化氢类或季铵盐类）、84消毒
液/消毒泡腾片。

现阶段暂不募集和转送与疫情
防控无关的物资，下一步根据需求
再适时调整。各类捐赠物资均要求
在保质期内，正规企业产品，符合国
家各项质量标准，外包装完好，无污
损。为方便接收捐赠物资，请先行

与联系人沟通捐赠意向，得到确认
后再行捐赠。

（二）捐赠资金
1.珠海市红十字会
接收单位：珠海市红十字会
捐赠方式：
银行转账或扫描二维码
户名：
珠海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开户行：
工商银行珠海兴华支行
账号：
2002 0260 0989 0501 144
二维码：

联系人及电话：
陈海蓉：0756-2129690

18902860855
李 莹：0756-2120355

13106819036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17号

珠海市红十字会三楼306室、308室
注意事项：
捐款时请注明“抗击‘新冠肺

炎’项目”。大额捐款请提前与珠
海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联系。为
方便开具捐赠票据，捐赠时请务必
注明捐赠人或单位及联系人和联
系电话。

2.珠海市慈善总会
接收单位：珠海市慈善总会
捐赠方式：银行转账
户名：
珠海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开户行：
工商银行珠海兴华支行

账号：
2002 0260 2900 5888 606
联系人及电话：
邝泳梅：13809807155
罗淑怡：13726279164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六

号格力集团三楼东侧西区珠海市
慈善总会

注意事项：捐款时请注明“抗击
‘新冠肺炎’项目”。大额捐款请提
前与珠海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联
系。为方便开具捐赠票据，捐赠时
请务必注明捐赠人或单位及联系人
和联系电话。

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人士
的关心和支持，抗击疫情、同舟共
济，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克时艰！

特此公告。
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1月31日

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公告

（上接01版）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
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
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
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
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
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
神支撑。

文章指出，要推动敦煌文化研
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积极传播

中华文化，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
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加强敦煌
学研究，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
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
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
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
权。要关心爱护科研工作者，完善
人才激励机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
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
平台，提高科研队伍专业化水平。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1
月31日从香洲区获悉，珠海口岸
购物广场公司在春节前后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劝导商铺暂停营业，
目前，1100多间商户已停业。为
缓解商户经营压力，1月30日至2
月8日期间，直营租户可享受免租
10天优惠扶持政策。在此期间，该
公司全体员工全力以赴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切实保障顾客与员工的健康及
生命安全。

据了解，口岸购物广场商业面
积12万平方米，目前在营商户约
1200户，涉及从业人员上万人。为
响应政府号召，减少商场密集人流
可能引起病毒在人群中快速传播的
影响，该公司积极劝导商铺暂停营
业，目前各项出租业务已暂停，
1100多间商户已停业。该公司购

买了各项防护用品以保障顾客及员
工安全，商场内电力、水、清洁等经
营成本正常支出。

记者获悉，秉着共克时艰、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口岸公司
决定对配合停止营业的1100多间
商户，在2020年1月30日至2月8
日期间给予直营租户免租10天优
惠扶持政策，以缓解商户经营压
力，让商户安心停业居家，配合防
控疫情。

在此期间，全面配合防控疫
情工作，同时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包括：从业人员均佩戴医用
防病毒口罩；各通道口配置人体
红外线测温计，对进入广场的人
员进行测量体温，一旦发现体温
偏高人员即刻上报；安排专业清
洁人员对全场公共场所每天进行
全面消毒。

为防控疫情口岸购物广场逾千间商户停业

直营租户免租1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