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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點滴成大愛 港人解囊賑豫災
捐款捐物顯同胞情深 一字一句抒四海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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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多個地方7月20日經歷極端暴雨襲擊釀成洪災，尤其在省會鄭州市，軌道與地面交通全部中

斷，多個小區、醫院停水停電斷網，更造成人命傷亡和財產損失。河南災情傳來，香港市民感同身

受，踴躍捐錢捐物賑災，20元、50元、100元、500元甚至是成千上萬元的個人捐贈背後，凝聚的是

市民巨大的愛心，也展現出市民對內地同胞血濃於水的深厚情誼。有市民用紙筆記錄下這種血脈相

連、患難與共的體會：「天災無情，人間有愛，只要我們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相信沒有戰勝不了的

困難，河南加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從7月20日河南出現災情後，香港社會各界以不同方式向河南受災同胞表達關心慰
問。連日來，香港各界包括商界、政黨、工商、社團等通過中聯辦和其他各種途徑，
向河南源源不斷捐款，戮力同心馳援河南；有商界和機構積極採購應急救援物資送往
河南，鼎力相助抗洪救災；香港市民心繫河南災民，紛紛有錢出錢，自發向處於水深
火熱的河南同胞伸出援手。香港文匯報根據資料整理部分捐款如下：

類別

商界

商會

基金

政協委員聯誼會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社團

政黨

工會

公司或機構名稱

香港航天科技集團

華潤集團

新鴻基地產

招商局集團

香港賽馬會

世茂集團

嘉華國際集團

九龍倉集團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新世界集團

盈科拓展集團主席李澤楷

中國旅遊集團

周大福珠寶集團

中國生物製藥副主席鄭翔玲

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聯邦快遞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與中國生
態旅遊集團

東亞銀行（中國）

東海航空

立橋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李嘉誠基金會

邵氏基金會

英皇慈善基金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

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

上海總會賑災基金

黃乾亨基金

SaSa美麗人生慈善基金

孫秉樞博士暨香港鐘錶業總會
慈善基金會

匯蝶公益有限公司連同榮華慈
善基金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友好協進會

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

全國政協委員、伯恩光學有限
公司總裁楊建文

全國政協委員、金利來集團主
席曾智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原全國政協常委張永珍

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

全國政協委員葉建明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慈善基金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義工聯盟

香港客屬總會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

香港黑龍江社團總會、香港黑
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

九龍社團聯會

香港福建婦女協會

香港華菁會

香港四川社團總會

香港河南總商會

香港汕頭商會

世界客屬總商會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香港菁英會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新民黨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全國人
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自由黨賑災基金

香港工聯會

香港飲食業界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香港海員工會

捐款捐物金額(不完全統計)

2,800萬港元

2,000萬元人民幣

2,000萬元人民幣

2,000萬元人民幣

2,000萬港元

2,000萬港元

1,500萬港元

1,500萬港元

1,000萬元人民幣

1,000萬元人民幣

1,000萬元人民幣

1,000萬元人民幣

1,000萬元人民幣

500萬港元及價值500萬港元應
急救援物資

500萬元元人民幣

500萬元元人民幣

300萬元人民幣

300萬元人民幣

100萬元人民幣

100萬港元

200萬港元

200萬港元

100萬港元

2,000萬港元

2,000萬港元

1,435萬元人民幣

1000萬元人民幣

總值500萬元人民幣的食品及物資

100萬港元

100萬港元

100萬元

100萬元

10萬元

600萬港元

500萬港元

328萬港元

200萬港元

10萬港元

1,000萬港元

300萬港元

160萬港元

100萬港元

價值100萬元人民幣救災物資

100萬元人民幣

564萬港元

500萬元

400萬港元

380萬港元

350萬元

320萬港元

300萬港元

300萬港元

235萬港元

200萬港元

100萬港元

122萬元

100萬港元

100萬港元

60萬元

52萬港元

50萬元

50萬元

50萬港元

50萬元

53萬港元

20萬港元

10萬港元

128.25萬港元

100萬港元

50萬港元

30萬港元

66萬港元

45萬港元

20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河南水災
發生後，香港各團體第一時間展開籌款賑
災行動。多個團體連日來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都表示，香港同胞與祖國心連心，
這是一種血濃於水的感情，捐錢從來貴在
心意，不在數目。

長者特地去銀行排隊過數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在獲悉河南災
情後，隨即召開緊急會議，一致同意呼籲
大家捐錢救災。理事長楊祖坤表示：「我
們一開始發起每個會員捐款100元或是以
上，香港同胞與祖國心連心，這是一種血
濃於水的感情，捐錢重在心意，不在數
目。」
楊祖坤說，該會有近千名會員都已退
休，財政並不充足，但當河南災情傳來
後，大家憂心如焚，都想盡一分力量支持
河南。「大家捐款熱情很高，我們很多會
員捐出1萬元，更有會員和兒子一起捐出
6,000元。我們通過銀行收集善款，不少
長者會員還特地去銀行排隊過數。至今捐
款人數有近140人，總共收到208,030
元。」
在馳援內地災害，香港僑胞僑友從不缺
席。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慈善基金7月23日

率先向中聯辦賑災專戶捐出50萬元，並
倡議76個團體會員和僑友伸出援手，大
家慷慨解囊，集腋成裘，捐款總額將有
100萬元。僑聯會長黃楚基表示：「我們
七成會員是長者、退休人士，大家支援災
情的熱情，遠遠超過了預期。以我所知，
只是一個屬會單位，就有超過100人捐
款，很多公公、婆婆沒有收入，都是捐
500元，賑災熱情實在令人感動。」

籌款數字仍攀升盡顯大愛
「河南加油！」「河南挺住！」的訊

息，在河南災情後不斷出現在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的各個群組，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主席鄭翔玲及會長施榮懷有見及此，
即時於21日發出捐款呼籲信，首筆600萬
港元的善款於7月23日迅速交予中聯辦賑
災專戶。
施榮懷表示：「大家無不關心河南災

情，以打氣字句表示關心與支持，同時有
不少人提出捐款意願，因此我們立即展開
募捐工作，讓大家能夠將這份心意化為善
款。」他說，如今我們的籌款數字仍在節
節上升，這正顯示出何謂「天災無情，人
間有愛」，以及中華兒女一方有難、八方
支援的同胞之情。

各團體籌款賑災
重心意不重數目

九
龍社團聯
會理事長徐
莉 祖 籍 河
南，在獲知家
鄉災情非常嚴重
後，她第一時間致
電家鄉的親戚好友了解
安危。她心痛地說，河南
這次罕見大暴雨突如其來，
實在令人措手不及。「我記憶
中河南從未有過如此大的自然災
害，當我從電視上看到鄭州市區變
成一片汪洋，市民泡在水裏的無助，
真的很心痛，也很擔心。河南有我的
根，我流淌着中原兒女的血，遙祝我的故
鄉平安。」災情後，她即時響應捐款，也看
到了香港市民的熱心捐助。「我看到大家走
出來，幾十元、幾百元、幾千元的捐錢，很多
有心人是真的在關心和支持祖國同胞，這是兩
地無法割斷的同胞感情，香港與內地都是一家
人。」

港青手寫祝福祈願平安
香港青年何慧妍在看到河南發生水災後，積極捐款並拍攝打
氣短片、手寫祝福話語，希望河南同胞一切安好。她說，看到
河南市民受災，自己感同身受。「我問自己，如果是我遇到洪
水上漲，又被困地鐵車站，我會不會一樣彷徨失措、害怕無
助？答案是肯定的。」

看到身邊的
同事、朋友紛紛轉發

救援電話、發文祈願和祝
福河南，何慧妍說，自己感受

到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深厚情感和強
烈的民族歸屬感，她用紙筆記錄下這種血

脈相連、患難與共的體會。「天災無情，人間
有愛，只要我們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相信沒有戰

勝不了的困難，河南加油！」

兩地團結感動退休人士
香港退休人士戚振華得知河南嚴重水災後，通過河南省紅

十字會的捐助網站奉獻自己的愛心和祝福。他身邊已有逾百
位同事和朋友，紛紛用不同方式為河南加油打氣，力所能及捐
款支持。他說：「當看到河南部分地區停水停電，內心很着
急、很揪心；當看到河南同胞危難時，仍堅持『讓女士和小孩
先走』的高素質，又深深被這種團結一心、共抗災情的巨大力
量所感動。身為中國人，我內心生發出強烈的歸屬感。」
香港市民林杏娥持續20年參與內地慈善與助學行動，在河
南災情後，她第一時間通過民建聯捐款至中聯辦賑災專戶，希
望為支援河南同胞貢獻港人的一分力量。
她說：「大家腳踏的都是祖國大地，香港的發展得到國家的
大力支持，自己對內地同胞感情無比深厚，希望能夠延

續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情誼。」

◀◀ 徐莉響應捐款徐莉響應捐款，，遙遙
祝故鄉河南平安祝故鄉河南平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何慧妍用手機製何慧妍用手機製
作標語為河南加油作標語為河南加油。。並並
手寫祝福話語手寫祝福話語。。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戚振華為河南戚振華為河南
同胞加油打氣同胞加油打氣。。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河南省
遭遇極端強降雨，造成重
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澳門中聯辦 7 月 31 日公
布，截至7月28日17時，
該辦代收賬戶共收到106
個團體、712名個人的捐
款 ， 累 計 接 收 捐 款
66,303,506.21 澳 門 元 和
10,753,131.50 港元，折合
人民幣逾6,000萬元。
其中，澳區全國政協委

員捐款500萬澳門元，長
江建築有限公司捐款350
萬澳門元，澳門中華總商
會捐款232.65萬澳門元，
邦達國際有限公司捐款300
萬港元，澳門建造商會捐
款100萬澳門元。
7月23日，澳門中聯辦

已啟動轉款程序，將第一
批捐款劃轉河南省慈善總
會，供當地防汛救災使
用。澳門中聯辦表示，將
繼續做好代收澳門各界同
胞賑災捐款工作，及時轉
達澳門社會各界對河南抗
洪救災工作的關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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