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 擊 河南洪災

A6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
2021年
2021
年 7 月 23
23日
日（星期五）

港人血濃於水 日捐近億善款
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

河南省日前遭受千年一遇特大暴雨，鄭州等
城市防汛形勢嚴峻，香港社會各界紛紛向血濃

港人自發捐款

於水的內地同胞送上慰問與祝福，同時向災民
捐輸，截至昨日善款已近億。多個政黨、政團
和社團亦大力號召各界捐輸，所得善款將經由
香港中聯辦轉交河南省相關部門。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和香港大學共 33 個職員學生與校友團
體則分別向受災同胞發信，以表深切慰問。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透過社交媒體，
代表特區政府向河南省人民表達深切慰問，並
相信在中央和省市政府全力救援下，受災居民

港人紛紛
自發在網上踴
躍捐款，圖為
民建聯陳學鋒
及經民聯梁文
廣的捐款證書。

可以獲得妥善照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子京
●香港河南社團總會義工向受災市民派發食
物和礦泉水。
物和礦泉水
。
香港河南社團總會供圖

積極籌善款物資 助力豫省勝災情

特首深切慰問河南人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
行 政 長 官 林 鄭 月 娥 昨 日 在 facebook 發
文，代表特區政府向河南省人民表示深
切慰問。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賑災基
金秘書處會與救援機構保持聯繫，當接
獲機構的撥款申請，會即時處理，讓災
民早日得到適切援助。
林鄭月娥在帖文表示，相信在中央和
省市政府全力救援下，受災居民可以獲
得妥善照顧。除了河南暴雨，近日歐洲

及北美分別遭遇水災及熱浪侵襲，全球
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是刻不容緩。
政府發言人昨日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特區政府向受災同胞致以深
切慰問，同時會繼續透過駐河南聯絡處
與當地省政府保持聯絡，隨時準備為當
地有需要的港人提供協助。同時，賑災
基金秘書處會與救援機構保持聯繫，當
接獲機構的撥款申請後會即時處理，讓
災民早日得到適切援助。

招商局華潤各捐2000萬撐救援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第一時
間響應與中國外運緊急啟動
招商局「災急送」公益應急
物流平台，為救災物資提供
緊急運輸服務。截至昨日下午6時，從西安
及長沙起運的兩批壹基金愛心物資已經順
利運抵鄭州市中原區。集團並通過招商局
慈善基金會設立「2021年河南水災緊急響
應及災後恢復項目」
，向河南省慈善總會捐
款2,000萬元，支持河南水災的緊急救援工
作及災後人民恢復生活和生產。
華潤集團昨日向河南省慈善總會緊急捐
款人民幣2,000萬元（約2,400萬港元）。
華潤怡寶以最快的速度，聯合當地經銷商
緊急調配籌措賑災飲用水，兩天內累計輸
送逾10萬瓶怡寶水，並繼續源源不斷送往
前線。華潤電力焦作公司亦從前天下午到
昨日凌晨緊急裝填逾2,000袋沙袋，送往受
損現場加固鐵路護坡。
周大福亦宣布已向河南省慈善總會捐出
1,000萬元。
河南省物業開發商之一，在港上市的
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向鄭州市紅十字
會捐贈現金 500 萬元設立「建業防汛抗
災專項基金」，並同時採購救援物資支
援受災地區。

商界

除了捐款，建業地產還收集發電機和
水泵、開放酒店讓群眾避難休息、清潔
污水泵、協調皮划艇資源運送沙袋並建
立一條防洪線路、車庫入口設置防汛沙
袋、安置約 1,000 人休息避雨並提供免費
食物餐飲、物業呼叫指揮中心 24 小時堅
守崗位保障電話暢通。
中國生物製藥副主席、港區省級政協
委員聯誼會主席鄭翔玲，以中國生物製
藥有限公司名義通過中聯辦捐款 500 萬
元現金及價值 500 萬元應急救援物資，
用於支援當地全力開展緊急醫學救援，
確保「大災之後無大疫」。鄭翔玲表
示，將特別發揮在生物製藥領域的專業
優勢，持續關注大災之後的衞生防疫工
作，繼續捐贈相關的物資和藥品。
宏安集團主席鄧清河及宏安地產行政
總裁鄧灝康昨日捐贈價值 100 萬元人民
幣的抗洪救災物資，以支援鄭州受災情
影響的人民，以及不分晝夜拯救災民的
救護人員。同時，該集團旗下宏進農批
支援團隊正向災區運送救災物資，希望
社會各界可以不同方式，包括捐款捐
物、或為受災同胞給力打氣等，與河南
人民、鄭州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抗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文森

港大 33 團體：河南加油
香港大學共 33 個職
員學生及校友團體昨聯
合向受災同胞發信以表
深切慰問，期盼「暴雨
停歇，願百姓平安！河
南加油！」團體亦表示正火速行動，組織
捐款捐物的行動，共同抵禦天災。
港大中國校友會、

教界

港大職員協會及港大研究生會等 33 個團
體昨日聯合撰寫致送受災同胞的信件，表
示港大正火速行動，組織捐物，並從人人
做起，盡自己所能積極參與到救援行動
中，又呼籲港大各地校友可聯繫當地校友
會，群策群力，共同抵禦天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應對氣候變化
港要做好防洪工作
河南省遭受千年一
遇極端暴雨蹂躪，香港
特區政府土力工程處前
/
處長陳健碩昨日說，香
港於 2008 年也曾出現特
大暴雨，當時的降水量與今次鄭州水災相
若，但由於香港應對水災的經驗豐富，多
年來做了許多渠務工程有效疏導洪水，不

致對市區造成太大影響。不過，隨着全球
氣候變化，各地政府與企業日後或要做更
多防範工作。
陳健碩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
港每年平均雨量為 2,300 毫米，比鄭州每
年平均 600 毫米雨量多幾倍，故本港應對
暴雨的經驗豐富，舉例如 2008 年香港曾
出現特大暴雨，24 小時內錄得 400 毫米雨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向中聯辦賑災專戶捐贈 380 萬港元，幫助
河南受災群眾。何靖(右五)代表接收。

●香港義工聯盟、義工基金捐款350萬元賑災。

大常委會信函中表示，時刻關注河南同
胞的平安，向遇難同胞表示沉痛哀悼，
向遇難同胞親屬和受傷同胞表示深切慰
問，向英勇奮戰的救援人員表示崇高敬
意，並向為救助他人而犧牲的同胞親屬
集體捐款160萬港元。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一日內共有
逾百名委員及會員捐出 400 萬元善款，
並持續開放籌款，經收集後將會全數轉
交中聯辦再送至內地有關部門。會長施
榮懷表示，河南的情境深深牽動港澳同
胞的心，發起籌款是聯誼會必須做、應
該做的。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日亦向中聯辦賑

香港各大社團心繫河
南特大水災災情，積極
通過籌集善款和物資向
受災同胞表達關心。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及多個社團都紛紛捐出款項、物
資，助力河南戰勝災情。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同仁對前線救災人
員，致以崇高敬意，即時議決捐資1,000
萬元人民幣經香港中聯辦轉達受災地
區，支援救災搶險和災後重建工作，以
傳遞愛心關懷，並祝願河南同胞一切平
安，災情盡快過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在致河南省人

社團

災專戶捐贈380萬港元，中聯辦副主任何
靖代表接收。該會主席吳換炎代表120萬
居港閩籍鄉親表達對河南災民的關心，
期盼他們及早戰勝水災。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常務副主
席蔡加讚、陳鴻道、鄺美雲、范榮彰、
馬少福、香港義工基金常務副主席莊紫
祥等昨日捐出350萬元，支援河南的賑災
工作，中聯辦副主任何靖代表接收。
香港河南社團總會創會會長姚康表
示，看到家鄉部分地區停水停電，心裏
十分着急，故總會通過駐鄭州的兩個聯
絡處，向金水區受災市民派發500箱礦泉
水、方便麵及米粉等物資。

政黨政團紛動員 出錢出力援同胞
工聯會撥 30 萬港元獻力救災
工聯會從「香港工會聯合會救災慈
善基金」緊急撥出 30 萬港元，為河南
救災獻出力量。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理
事長黃國代表該會昨日將捐款支票交予
香港中聯辦，由中聯辦副主任何靖代為
接收，並轉交河南省總工會。
吳秋北指出，在撥出 30 萬元支援救
災後，工聯會將發動內部募捐活動，

●工聯會慈善基金急撥30萬救災。

民建聯製 80 秒打氣短片
民建聯表示，香港同胞雖不能到災
場協助救援，也可通過捐款形式表達
對河南災民的支持。由即日起至本月
30 日，民建聯會發起籌款賑濟河南
災民，籌募得來的善款將經由香港中
聯辦轉交河南省相關部門。
民建聯還製作一條長約
80 秒的打氣短片，於前日
上 載 YouTube 發
放。片段開
首轉載

量，對局部地區造成很大破壞，
與鄭州今次情況相若，但政府部門多
年前就完成許多渠務工程，包括在半山建
排洪隧道，將洪水引入大海，減少湧入市
區水量，亦設蓄洪池防備。
對暴雨淹浸鄭州地鐵，乘客被困，陳
健碩表示，港鐵有兩級防水措施，包括防
止地面水流入站內，站內個別位置亦設防

了傳媒於河南當地拍得的視頻，讓公
眾大概了解災情。隨後，一眾立法會
議員包括李慧琼、陳克勤、張國鈞、
周浩鼎、梁志祥、劉國勳、葛珮帆、
鄭泳舜、陳恒鑌、柯創盛、何俊賢、
黃定光和蔣麗芸，紛紛以普通話送上
「大家平安，我們同在，河南挺住、
河南加油」、「祝願你們平安」、
「人間有情」及「天佑河南」等打氣
說話，希望河南同胞一切平安，災情
盡快過去。

水閘等，而過海段的地底隧道亦會有特別
措施防洪。
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年
生昨日在同一節目上指，港鐵站入口處設
有水閘，亦可堆砌沙包或放置隔板，防止
洪水湧入，而設於地底的車站有水泵，可

呼籲工聯會屬會和會友支持，希望全
港市民展現香港與內地同胞守望相
助、血濃於水的精神。黃國表示，香
港打工仔看到河南民眾遭受特大降雨
威脅，紛紛送上慰問，希望透過捐款
表達對鄭州及其他城市受災民眾的支
持，並相信萬眾一心必能戰勝天災，
又祝願河南平安。

公眾籌款詳情
捐款戶口號碼：
（中國銀行）
012-721-1-015168-1
戶口名稱：
（中文）民建聯社會服務有限公
司─賑災專戶
（英文）DAB COMMUNITY
SERVICES LTDDISASTER RELIEF A/C
籌款截止日期：
2021年7月30日

以將積水抽到渠務署的排水系統。
他說，過去太子站雖曾出現雨水從車
站入口流入大堂，但湧至月台則未發生
過。萬一有洪水湧入車站，控制中心可檢
測到，隨即叫停列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