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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峰：協助災區重建

歡迎華人參與雙百計劃
（北京8日訊）中國國僑
辦主任李海峰說，國僑辦歡迎
廣大華僑華人，參與國務院僑
辦為災區重建而推出的“雙百
計劃”（即通過僑胞捐贈在災
區建設100所小學、100所衛生
院）。
她週一晚在“攜手共
建 —— 知 名 僑 資 企 業 家 四 川
行”活動招待會上表示，此次
活動向全世界華僑華人發出了
兩個重要信息。
她說，除了“雙百計劃”
之外，這項活動傳達的另一個
重要信息是是廣大華僑華人，
特別是企業家們可以通過投資
合作等多種途徑參與災區建設
和發展，希望更多的華僑華人
工商企業界和科技界人士到四
川考察投資、合作發展。

華人賑災創新紀錄
對於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以
來，海外僑胞包括此行各位企

業家慷慨解囊、傾力相助，李
海峰表示，大家捐助活動反應
之快、規模之大、所捐款項之
多，均創華僑華人賑災史上的
新紀錄，譜寫了骨肉情深、愛
心奉獻、共克時艱的新篇章，
也給中國政府和人民戰勝困
難、奪取抗震救災勝利有力的
支持。
她表示，大災使廣大僑
商勤勞智慧、堅韌包容、誠實
守信、富有社會責任感的精神
得以凸顯，災難使我們更加堅
強，使我們的民族更加團結。
“所有的災難終將成為
歷史，但你們在祖（籍）國
遭受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事
跡已載入了中華民族的光輝史
冊。”
在招待會上，為彰顯各位
僑資企業家的突出貢獻，李海
峰為各位知名僑資企業家頒發
了捐贈證書和榮譽牌匾。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會見參加“攜手共建——知名僑資企業家四川行”活動的代表。前排右三為常青集團兼星洲媒體集團執行
主席丹斯里張曉卿。（新華社照片）

張曉卿：助四川重建30小學

再移交義款2千萬人民幣
迄今為止，通過星洲媒體集團轉交讀者的捐款，已在這次的地震災區捐獻了36所學校。

賀婉蜜
本報特派

（北京8日訊）星洲媒體集
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代表
星洲日報讀者，再移交2千萬人
民幣的捐款，作為在汶川大地
震5個受災省份建設總共30所小
學的經費。
在親往災區勘察之後，張曉卿宣
佈這2千萬人民幣，將通過僑辦，在
地震災區重建30所小學，分別是四川
省10所，重慶市、甘肅、陝西和貴州
省各5所。這不包括之前承諾在四川
省資助重建的6所學校。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在北京為“知名僑資企業家四川
行”代表團舉行答謝宴會，感謝僑資企業家在汶川地震中作
出的突出貢獻。
圖為中國國僑辦主任李海峰（中）頒發捐贈證書和榮譽
牌匾予張曉卿。（中新社照片）

王岐山：重建四川災區

本報讀者已捐獻36學校
換句話說，迄今為止，通過星洲

中國盼海外華人伸援手
（北京8日訊）中國國務
院副總理王岐山指出，中國希
望海外華僑華人建言獻策，通
過各種方式參與四川汶川特大
地震災區重建，幫助災區群眾
早日恢復生產、重建美好家
園。
他週一在中南海紫光閣會
見參加“攜手共建——知名僑
資企業家四川行”活動的代表
時強調，大地震災害發生後，
海外華僑華人發揚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的中華民族傳統美
德，紛紛以各種方式表達關愛
之情，慷慨解囊，捐款捐物，
充分體現了血濃於水、患難與
共的同胞親情。

肯定海外華人善行
他說，中共中央、國務院
對海外華僑華人的善行義舉給
予了充分肯定。
他表示，當前，抗震救
災鬥爭取得了重大的階段性勝
利，災後恢復重建工作正在逐

德國家庭最清潔
“大馬家庭有70%的地
點被嚴重污染，隨之為印度
（57%），而德國家庭最少被污
染（6%）。”
他今天公布滴露全球衛生調
查結果時表示，當全球社團組織
努力控制疾病傳染之際，區域性
的公共健康與人類安全也是重大
挑戰。
他說，大馬100%的抹桌布被
細菌嚴重污染，這意味着，使用
這些抹桌布來清理廚房，反而會
將細菌傳播到各個角落。
此外，他認為人們持有錯誤

捐贈儀式過後，李海峰和張曉卿
親切的會談。張曉卿說，由香港明報
企業以及馬來西亞的星洲媒體和南洋
報業所組成的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屬下
所有媒體，都以很大的篇幅，快捷、
翔實地報道了這場大災難。讓海外華

歡迎參與現代化建設
他重申，中國將堅定不移
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歡
迎廣大海外華僑華人積極參與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他補充，北京奧運會開
幕在即，海內外中華兒女要團
結一心，把北京奧運會辦成一
屆“有特色、高水準”的奧運
會。
共有來自10個國家和地區
的近30位知名僑資企業家參加
了“四川行”活動，其中包括
常青集團兼星洲媒體集團執行
主席丹斯里張曉卿。國務院僑
辦主任李海峰陪同會見。

人獲得了最快的資訊，也凝聚了海外
華人的救災力量。
“世華媒體集團旗下各報社在第
一時間發起抗震救災籌款行動。海外
華人感同身受，踴躍捐款。”
他簡報了常青集團及旗下各公
司在這次賑災行動中所作的貢獻：5
月15日，在四川地震發生的第三天，
星洲媒體集團與國際佛光會即克服一
切障礙，合作組成“星洲媒體佛光救
援隊”，到青川縣木魚鎮展開救援行
動，同時輸送了50萬人民幣的食物、
水、藥品和發電機等緊急救濟品到災
區。這是第一支到木魚鎮的外國救援
隊，也是唯一一支進入四川災區的馬
來西亞救援隊。
7月3日，星洲媒體集團與雅安市
教育局簽訂協議，移交讀者捐獻的1
千萬人民幣重建下列5所學校的教學

樓，其中，星洲日報讀者捐獻600萬
令吉重建滎經縣的新添鄉石龍小學、
六合鄉中心小學、烈太鄉中心小學等
3所小學，光明日報讀者捐獻400萬人
民幣重建蘆山縣的隆興中心校和飛仙
中心校。

常青捐獻5700萬人民幣
星洲媒體集團也承諾協助重建四
川省青川縣木魚初級中學，大約1千
300萬人民幣的重建費用也是來自讀
者們的捐款。
常青集團旗下的其他子公司和
張曉卿個人也分別捐款賑災。總得來
說，常青集團迄今共捐獻了超過5千
700萬人民幣給四川災黎。
他說：“本集團同仁深信，國僑
辦一定能一如既往的嚴密監管建校工
程，確保捐款得到妥善的應用。”

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內司司
海 中長程鐵生在較早前接受訪問時表 李海峰:感謝雪中送炭
上，李海峰對張曉卿及集
外 示，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僑辦處
理的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人士對僑辦的
會
團讀者的熱心和愛心大力肯
華 捐獻高達700億人民幣，單2007年就有30
定，並且認為張曉卿展現大企業家回饋
億。
人 “平常時期的捐款，還不是有重大 社會的風範。
她形容星洲媒體集團讀者的愛心捐
助是對受難者的雪中送炭。
30 災難時的捐助。所捐建的學校，2000年至
2007年，共達5千800所。”
她承諾，所有通過國僑辦處理的捐
他透露，在這次大地震，四川、甘
年 肅、陝西和重慶的受災區內有許多學校倒
獻一定會落到實處。
捐 塌；但是，由海外華人捐建、通過僑務部
700 門處理興建的學校中，沒有一座倒塌，也
王岐山匯報重建藍圖
沒有一位同學死亡。
億
一方面，配合這次華商四川
制訂4個工作機制
另
行的行程，中國國務院副總
人 為了確保海外華人的捐獻發揮最大效 理王岐山於昨午特別會見了包括張曉
卿在內的十數位對災區的個人捐款起過
民 益，程鐵生指出，國僑辦處制訂了4個工
作機制，即確保牽涉工作所有單位充分溝
500萬人民幣的華商，並進行了兩個小
幣 通的協調機制、確保捐建工程妥善落實的
時的對話。
監督機制、讓捐獻人了解工作落實情況的
反饋機制，以及表揚捐獻人的激勵機制。
程鐵生強調，凡海外華人通過國僑辦
處理的捐獻，捐獻人都有管道可以了解捐
款的去向，得以追蹤受捐項目的落實。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右）與常青集團兼星洲媒
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握手問好。（中新社照片）

大馬家庭的細菌污染情況調查結果
無污點

調查顯示大馬家庭70%地點被污染

（八打靈再也8日訊）
根據衛生理事會（Hygience
Council）的調查顯示，大馬家
庭擁有最多遭細菌污染的地點，
其中100%的抹桌布被細菌污染。
衛生理事會是一個由Dettol
贊助的全球組織，其主席約翰牛
津教授指出，該項調查訪問了來
自10個國家的1萬名人士。

世華凝聚救災力量

步展開。
他強調，要大力弘揚中華
民族共克時艱、以人為本、尊
重科學的偉大抗震救災精神，
匯聚起海內外中華兒女風雨同
舟、和衷共濟、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抹桌布最多細菌
黃薇瑜
報道

媒體集團轉交讀者的捐款，已在這次
的地震災區捐獻了36所學校。
也是星洲日報基金會主席兼常青
集團主席的張曉卿，今早出席了中國
國務院僑辦特別舉辦的捐贈儀式，接
領模擬支票的是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
室主任李海峰，出席見證者包括國僑
辦副主任馬儒沛和任啟亮、國內司司
長程鐵生、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
釗、常青集團中國投資部總經理曾憲
崧。

的衛生觀念，常把廁所和垃圾桶
視為最容易傳播細菌的地方，其
實廚房的細菌才是罪魁禍首。
他指出，雖然調查結果有區
域差別，不過所有國家都不約而
同地顯示出廚房有高度的細菌，
其中抹桌布的污染情況最為嚴
重。

95%水龍頭不符標準
另外，亞洲衛生理事會主席
李國忠醫生透露，調查顯示大馬
擁有最骯臟的浴室水龍頭，95%
的水龍頭不符合標準，75%則嚴
重遭細菌污染。
“詳細的調查顯示，50%的
樣品上有高度的大腸桿菌，而這
些水龍頭上也附有惡劣的指標生
物。”
他指出，大馬塑料玩具的細
菌污染程度最高（60%），其中
有55%附有大腸桿菌，而25%則呈
現金黃色葡萄球菌，證明小孩應
用塑料玩具的衛生和洗手程度很
低。
他說，雖然大多數（80%）
的受訪者都表示孩子會在進餐前
洗手，然而34%人的洗手時間只
有5秒，而另外34%人則用10秒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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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衛生理事會提供的關鍵性建議
1.
2.

在準備食物和上廁所后使用抗菌洗手劑徹底洗手。

3.

安全準備、妥善烹煮及正確地儲存食物。

時常保持清潔和消毒經常接觸的地點和用具如遙控器、門把及
電話。

家庭桌布是細菌溫床，滋
生各種各樣的細菌。

抹桌布須經常清洗
“最適宜的洗手時間是20
秒，這樣可以減少手掌上的細
菌，同時降低傳播疾病風險。”

洗手預防疾病傳播
他認為，洗手是預防疾病
傳播的最經濟、容易及有效的方
法。
滴露銷售總裁凱特琳表示，
人們應該養成有效的衛生習慣，
電燈開關、門把、垃圾桶和玩具
都要經常消毒。
“廚房是料理食物的地點，
容易引起細菌交叉感染，必須經
常保持廚房的清潔和消毒，以消
滅可能引起腸胃疾病的蛔蟲及腸
梨形鞭毛蟲病菌。”

針對抹桌布嚴重被細菌污染的問題，李國忠醫
生表示，人們沒有必要每天更新抹桌布，不
過卻要經常清洗。
他說，人們可以準備多條抹桌布，作為不同的清
潔用途，減少細菌的交叉傳染。
此外，通過熱水煮沸、微波爐殺菌和消毒劑殺菌
都是安全的處理方式。
他認為，大馬人的衛生習慣仍有待改善，除了要
摒棄錯誤的觀念，例如不重視廚房的細菌滋生問題，
人們還要關注食物的處理過程。
他說，大部分人把準備食物的工作交由傭人處
理，但卻從來沒有灌輸傭人廚房衛生的知識。

家居衛生從自身做起
李國忠指出，人們不能只依賴政府來監管衛生，
家居衛生應該從自身做起。
他表示，通過20秒的徹底洗手方式、衛生地處理
食物和教育群眾就能塑造健康衛生的生活。

張曉卿於會後透露，王岐山在這
次見面會中具體地匯報了中國整體的經
濟發展情況和災後重建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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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8日訊）副首相拿督斯
里納吉說，由於我國的骨痛熱症病例
仍處於高水平，內閣清潔與衛生委員
會將通過國內電視台，至少每日一次
在黃金時段播出宣傳片段，以向人民
灌輸防範骨痛熱症的訊息，加強人民
防範骨痛熱症的醒覺意識。
納吉今日在國會主持第四次內閣
清潔與衛生委員會會議後，在新聞發
佈會上這麼表示。在今日的會議中，
委員會針對兩份工作報告進行討論，
即骨痛熱症和食物中毒的報告。
出席會議者包括衛生部長拿督廖
中萊、衛生部副部長拿督拉迪夫、衛
生總監丹斯里依斯邁馬力甘和衛生部
秘書長拿督斯里莫哈末納西爾。

骨痛熱症1月迄今奪57命

納吉說，儘管國人對防範骨痛熱
症的醒覺性已提高，但我國的骨痛熱
症案例仍不斷增長；2006年總共發生
3萬8千556宗病例，造成75人喪命。
“2007年的病例增加到4萬8千
840宗，死亡人數增加至98人。今年迄今已發生2萬1
千704個病例，死亡人數也有57人。”
他說，為了應付增加的骨痛熱症病例，該委員會
也將指示各地方政府加強執法，並在骨痛熱症黑區展
開更多大掃除活動。
此外，他說，那些被控上法庭的案件也必須嚴
懲。

提供政府機構膳食須受訓
另一方面，納吉也指出，為了解決經常發生的食
物中毒事件，內閣清潔及衛生委員會也決定，所有參
與政府機構與計劃的食堂投標者，包括為學校、訓練
中心和國民服務訓練營提供膳食者都必須接受訓練。
他說，委員會也決定，有關訓練必須簡化，即業
者只須要接受一次訓練即可，無須每3年受訓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