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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中央關懷全力支援衷心感謝中央關懷全力支援衷心感謝中央關懷全力支援！！！
向內地防疫工作組醫護人員致敬向內地防疫工作組醫護人員致敬向內地防疫工作組醫護人員致敬！！！
團結一致團結一致團結一致，，，支持特區政府戰勝疫情支持特區政府戰勝疫情支持特區政府戰勝疫情！！！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廣東省汕頭市委員會香港組
政協常委：陳志明 鄭錦鐘 姚銓浩 姚逸華 丁健華
政協委員：王科列 李永水 李相偉 李咏儀 林中泉 林淑怡 吳慕心

周博軒 洪浩瀚 陳章喜 陳賢釗 陳賢豪 張明斌 張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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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一心 眾志成城 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十大區委員會抗疫防疫紀實

總會首長們多次發聲，籲香港同心同德，打贏疫情阻擊戰。總會將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擔當好疫情防控的主體責任，全力推動社會各界參與 「三方
機制」 並做好相關工作。相信香港在中央的關懷、支持和協助下，總會與鄉親們一起齊心抗疫，萬眾一心，香港定能跨過第五波疫情。

香港第五波新
冠病毒疫情出現
「社區爆發」 ，面
對疫情迅速蔓延，
香港多個防疫環節
出現嚴重瓶頸，急
需增援。香港海南
社團總會（下稱總
會）以愛國、愛
港、愛鄉為宗旨，
攜手所有瓊籍鄉親共同築牢疫情防控阻擊
戰的 「萬里長城」 ，群策群力，會長李文
俊、主席兼秘書長莫海濤、執行會長云海
清，安排大量採購防疫物資、部署義工隊
落區協助工作，分批採購了3萬套快速測
試套裝、近千套防護服派發予會員鄉親、
義工骨幹，組織義工嚴守防疫規定的前提
下，分配、分點進行派發，為防疫工作出
一份力量。

李文俊會長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就支援香港抗
擊第五波新冠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體現對香港
疫情的高度關注和對香港市民的親切關懷。在此抗
疫關鍵時刻，最寶貴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團結，
最迫切的是行動。相信中央出手支持有利儘快控制
疫情，但也需要香港市民配合香港特區的防疫抗疫
措施、沉著應對。相信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全國人
民同舟共濟、眾志成城，一定能夠打贏這場疫情防
控阻擊戰。

李文俊會長強調，總會一直積極響應政府號
召，呼籲鄉親嚴格遵守防疫措施。組織義工通過短
訊、致電慰問會員，及時解決鄉親所需，為會員送
上總會防疫用品等。組織義工帶領會員做核酸檢測
及接種疫苗，派發防疫物資等。同時分批採購了3
萬套快速測試套裝、近千套防護服派發予會員鄉
親、義工骨幹，鼓勵會員在家完成檢測，實現分流
緩解社區檢測點壓力，避免長時間排隊等候可能造
成的交叉感染。

總會十個地區委員會亦積極響應號召，大家踴
躍報名成為義工，甘于奉獻，勇於擔當，眾志成
城，齊心協力共同抗擊疫情。

香港島東區委員會
在收到檢測套裝時，迅

速分發給義工和會員，第一
時間解決會員的迫切需求。
主任、副主任親自打電話慰
問，同時安排區長通過打電
話，即時透過線上方式與會
員保持聯繫，盡力給予幫
助。

香港島西區委員會
四項措施並舉，包括為

會員準備了新春福袋和家鄉
特產；給予當區會員信息、
電話的慰問，送去暖心的支
持；積極招募義工協助離島
地區抗疫，組裝新冠試劑；
採用線上申請，現場領取、
郵寄的方式派送快速測試套
裝。

九龍東區委員會
春節期間派發家鄉特產

給各位會員，義工上門探訪
長者會員；義工自發性響應
地區號召，到當區檢測站協
助維持秩序；包裝檢測包，
為會員們送上抗原快速檢測
套裝及防疫用品；幫助會員
們優先登記注射疫苗。

九龍西區委員會
向當區鄉親派發抗疫物

資，發資訊問候居住在較多
確診個案地區的會員。分享
抗疫資訊、疫情常識、防疫
小錦囊等。將快速測試套裝
內裡的操作指南翻譯為中
文，以方便不懂英語的會員
們，確保大家能正確使用。

九龍中區委員會
組織義工成立多個義工

小組，召集組織義工進行新
冠病毒快速測試包的包裝工
作，所有報名參與的義工均
已完成兩針或以上新冠疫苗
接種，義工隨時準備參與相
關的防疫抗疫工作，共同守
護香港的平安。

新界東南區委員會
部署檢疫用品的分派工

作，採用預約和分流制度，
並在空氣流通的戶外空曠地
點交收，呼籲義工踴躍報名
加入抗疫工作義工隊，為抗
疫和關懷社會出一分力。成
員以電話和通訊群組互相問
好、分享抗疫資訊和政府最
新動態等等。

新界北區委員會
總會派發的快速檢測套

裝到貨後，新界北區委員會
迅速組織義工分配、分點進
行派發，並嚴格遵守政府的
防疫規定。提前通知義工會
員帶好口罩，即領即走，減
少在外面逗留時間。招募新
界北區義工以備協助政府防
疫、抗疫工作。

新界西北區委員會
積極支持特區政府的防

疫抗疫工作，線上慰問會
員，為義工準備抗疫賀年禮
品，並派發口罩與快速測試
套裝予會員。義工在第一線
支援抗疫工作，派發抗疫物
資、協助包裝及分發快速檢
測包等。

新界西南區委員會
線上向當區會員及義工

們表示關心及慰問，第一時
間採購了大量抗疫物資派給
會員。組建強大的義工團
隊，組織包裝及分配總會派
發的快速檢測套裝。和區議
員保持緊密聯繫，促請政府
採取更強防控措施。

新界東北區委員會
收到總會的檢測套裝和

防護衣，第一時間部署是次
防疫用品的派發，通知各位
鄉親們採用預約制，預約時
間到辦事處樓下的空曠地點
交收，骨幹義工紛紛主動請
纓，奔赴一線，支援、關愛
有需要的人士，齊心打贏這
場抗疫戰。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
李文俊籲香港同心同德，
打贏疫情阻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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