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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心 稳生产 保供给（三）

□ 本报记者 王 洋

日前，记者从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了
解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时刻
牵动着我国电池企业的心，他们第一时间
通过海外“亲友团”筹集物资，并纷纷通过
捐款、驰援一线保交付等形式，在疫情期
间传递企业、行业正能量。

捐款捐物 超级“亲友团”海外支援

江西汇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捐赠50
万元、江西和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50万元、江西亚太电器有限公司捐赠50
万元、江西振盟新能源有限公司捐赠 20
万元、江西圣嘉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20万元、江西长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20万元……众人拾柴火焰高，记者了
解到，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多家
电池企业慷慨解囊。“旭派电池一直密切
关注疫情。”旭派相关人士介绍说，1月31
日,旭派电源有限公司通过宿豫区红十字
会捐款200万元,浙江旭派电源有限公司
通过长兴县红十字会捐款100万元,累计
向武汉捐款300万元整,希望能助力武汉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献上自己的绵薄之
力。

除了捐款，一些电池企业还开启“朋

友圈”模式，通过海外“亲友团”采购物资，
驰援抗“疫”一线。

“第一时间，双登集团便启动了海外
物资采购行动，通过海外公司、海外本地
员工及合作伙伴等多种渠道，紧急采购医
用口罩等防疫急需物资，陆续用于后期捐
赠或援助。”记者从双登电池相关负责人
处了解到，1月30日，该公司向湖北省枣
阳市红十字会捐助现金 20万元；2月 6
日，再次向江苏省泰州市姜堰红十字会捐
助现金80万元；到目前为止，现金捐款共
计100万元。

超威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从疫情发生以来，积极与县防
疫指挥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联系，动
用海外公司（研发中心）资源，通过各种渠
道筹集资金和医护物资。目前，超威集团
已向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慈善总会捐款
100万元。据悉，在了解到前线医疗物资
紧缺的情况后，超威设在全球的10多家
研发机构及超威在海外的合作伙伴们纷
纷行动起来，自发联系超威总部了解相关
情况，并安排人员紧急采购防疫物资。其
中，德国超威孵化器公司已首批采购1万
只口罩，并继续在采购医用护目镜和防护
服，正在积极联系物流公司尽快运往国
内。而超威俄罗斯石墨烯研发中心在得
知国内疫情后迅速与超威总部进行了联

系，安排人员跟进采购。据了解，目前，该
研发中心首批口罩和药品已在1月31日
通过DHL发往长兴县红十字会，2月1日
第二批药品已经寄出，一周后第三批防护
用品也已寄出。超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将继续与海外机构、我们的合作
伙伴联系，帮助购买急需药品和口罩，以
最快的速度运回国内，万众一心抗疫情。”

同样积极在全球采购医用物资、用
于抗击疫情的还有天能集团。2月3日，
天能集团向长兴慈善总会捐款200万元，
同时快速启动全球采购渠道，通过全球共
赢商，全球营销网点，以及委托海外合作
伙伴等渠道，积极筹集医用口罩等抗击疫
情的急需物资。目前，已经落实了15吨
消毒液，待物资到位后，再分批次捐赠或
定向援助。

保交付 构筑抗“疫”第一防线

武汉火神山医院从方案设计到建成
交付仅用时10天，彰显了中国速度。在
它背后，与时间和疫情赛跑的还有积极生
产、驰援一线的电池企业。

记者了解到，双登集团作为保障应
急通讯产业链中的一环，在疫情出现后快

速组织了“战疫情、保交付”行动。1月25
日，双登集团火线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首
个楼面通信基站建设，向中国铁塔武汉分
公司捐赠通信后备电源物资，全力保障救
护通道第一时间畅通。1月27日，快速部
署订单交付“承诺升级”。组织全球各地
本地员工就地服务客户，保障应急通信。
部署管理、市场、技术人员远程办公，确保
自身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共渡
难关。

同样增援抗“疫”一线的还有惠州亿
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在获悉飒特红外
关于红外测温仪专用电池的紧急需求后，
该公司第一时间开展生产方案沟通，克服
困难，召集春节留厂员工火速复工，在做
足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集中资源、保
质保量、加班加点赶制完成订单交付。

此外，天能集团在浙江、安徽、江苏、
河南、贵州五省的11个生产基地，也积极
投身抗“疫”战争，协助当地政府，组织群
防群控。“电池的能量是有限的，大爱是无
限的。您看不到我们，我们始终默默地在
您身后。”正如双登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说的那样，在这场分秒必争的保
卫战里，电池企业正在为疫情防控战“加
速”，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李豪悦

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对蔓延的疫情，越来越多的行业、企
业接连加入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其中，中国搪瓷工业协会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
召，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部署，快速反应，为
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奉献爱心。

企业接力奉献爱心

上世纪90年代，由于受到塑料、不锈钢等新型材料的冲
击，加上造型外观单一，日用搪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中
国搪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鸣表示，搪瓷行业进入
21世纪以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搪瓷制品由传统的日用搪
瓷产品转型为新型搪瓷材料制品，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援。事实上，如今家家户户使用的电热水器，内胆多为搪瓷
材料。

此次疫情的出现，搪瓷行业多家热水器企业也积极响
应，奉献爱心，驰援一线医护人员。记者了解到，2月1日，中
国搪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广东威博电器有限公司德国
电热水器专业品牌奥荻莎支援广东陆丰市河东卫生院，和福
建第 909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300台电热水器，为当
地医院病房提供热水供应，当天，300个病房热水器已全部
安装完毕。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的发
展，积极主动开展疫情相关防控工作，在了解到武汉地区的
疫情状况后，1月29日，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便向疫区捐款100万元，希望能
够与武汉人民同舟共济。同样在1月29日，中国搪瓷工业协会会员广州泽亨实业
有限公司，也通过广州市红十字会向诊治新型肺炎定点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定向捐款12万元，主要用于该院开展救治防控工作的相关支出。

此外，致力于生产高端日用搪瓷的企业，也在积极行动。 1月 30日上午 10
时，在河北省隆尧县民营企业抗击疫情募捐仪式上，中国搪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单位三厦铸铁有限公司捐款20万元，彰显非常时期民营企业担当精神。

协会发出倡议：全力抗疫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斗争中，中国搪瓷工业协会广大会员企业纷纷行
动了起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战胜疫情，2月2日，中
国搪瓷工业协会向搪瓷行业发出倡议，要求行业企业能够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和
部署，深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宣传、普及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科学防控知识。同时，希望各地搪瓷企业能够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和地
方政府做好疫情排查和科学防控工作，主动关注疫情蔓延趋势和防控情况，传播
正能量，不信谣、不传谣，团结一心，共同筑起人民群众的健康防线。

协会强调，相关企业应以疫情防控大局为重，从我做起，自觉执行和遵守疫情
防控、防治规范措施标准，以居家为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不参加聚会活动，
出门戴口罩，回来勤洗手，最大程度减少疫情传播的可能性。

向海外“亲友团”征集物资 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通信基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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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荻莎热水器工作人员前往广东陆丰市河东卫生院开展服务工作

李勇、王玉萍：本院受理原告王翠云诉被告
李勇、王玉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422
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舞阳县以恒文具用品商行：本院受理的原
告德博奇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商行知识产权
与竞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本院（2019）豫 11知民初 147号民事
判决书一份，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军伟、毕志国、兴志刚、林州宏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睢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1422民初 5176号、
5177号、5178号、517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刘勤礼：本院受理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苏华：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4日 9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白空军、徐蒙蒙、荣帅男、睢县汇鑫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睢县中南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陆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侯俊卿、商丘市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5
日 10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袁永海：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5日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关琳、商丘市三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5 日
16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彭桂锋、王春丽：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5日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周路：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4日16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陈亚辉、商丘市鑫海海通置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4 日
16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王俊梅、袁伟：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4日 15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黄国杰、王蓓蓓、商丘市弘盛建材销售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5日11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余传伟、侯天真：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4日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安全力、曾云霞、睢县汇远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4
日 11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李留峰、郭美花、商丘市三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5日15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刘东东：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4日11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姜志明、河南聚仁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4日 10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刘营利、商丘市争衡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4日 10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周永亮、刘立杰、睢县浙江盛元置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4日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刘勇、李红卫：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4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李振杰、刘素英、商丘市乐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5日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凌孝敬、商丘市三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5
日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栏

本报记者 汪宏胜 □ 劳晓飞 杨华

冬春跨年，一场态势凶猛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席卷而来，蔓延
波及全国乃至域外，时刻牵动人心。

这不仅是一群人、一个城的战斗，更
是一场全民的战斗。在苏州吴江，这里
全面动员，与全国人民紧紧相连，同呼
吸、共命运。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吴江

“战士”；哪里有需要，资源就流向哪里。
支援抗“疫”，吴江全力以赴，有速度、有
温度、有力度，尽显城市担当、英雄本色。

“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战“疫”艰苦卓绝，但信心与希望更
在凝聚升腾。疫情不退，吴江决不收兵。

吴江速度

2 月 4 日 9 时 26 分，救护车载着从
武昌医院、汉口医院等医院转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抵达火神山
医院，这是该院接诊的首批病人。2月
6 日起，雷神山医院也开始逐步移交。

兵贵神速！极短的时间里，两座收治
患者的“安全岛”拔地而起，“基建狂
魔”再次刷新了世界认知。

中国奇迹的背后，有苏州吴江力
量的硬核支撑，“白居易”的诞生，就是
其中代表。

“白居易”，是“两山战役”中，“云
监工”的网友给居住容易的大白板房
册封的“庙号”，它们不少都原籍苏州，
家在吴江。

大年初一晚，正在与家人欢度新
春的震泽镇殷弘集成房屋（苏州）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烨接到来自武汉的中建
三局的电话，对方表示，需要陈烨做好
准备，为建设中的雷神山医院生产一
批用作病房的箱房。第二天一早，他
正式收到了供应 300 到 500 套箱房的
通知。

抗击疫情如救水火，没有任何迟
疑。1 月 26 日晚，首批 30 套组合式箱
房和 15名安装工人连夜奔赴武汉；2月
1日，500箱房全部抵达施工现场；2月
4 日，在 100 多名安装工人夜以继日的
奋战下，箱房吊装工作全部完成。

当然，殷弘集成不是一家企业在

战斗。它的身后，站着制造业强区吴
江，站着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为了
与疫情赛跑，与病魔较量，一场全区总
动员的接力赛拉开帷幕。

1月 28日，桃源的吴江众元彩板组
合房厂召集员工、清点库存，紧急先行
为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发出 20套组合式
箱 房 ；1 月 30 日 ，汾 湖 高 新 区（黎 里
镇）、吴江开发区的吴江林森净化板业
有限公司、亨通集团分别往雷神山医
院送去 3000 多平方米板材、60 多套门
窗，以及价值 200 万元的电缆；七都镇
佳盈绿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首批
300 多扇箱式房房门送往贵阳市公共
卫生救治中心应急工程项目地；未来
两三天里，震泽镇苏州玖峰集成房屋
有限公司援助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
320套和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 130套
应急病房将全面完成并装配到位……

不止是武汉，各地的援建需求如
雪花般飘来。很多企业没有收到预付
款，甚至连交付方式都不清楚，仅凭对
方电话或者发函，就开始火速行动，不
计成本保质保量生产。

“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太多，满脑
子只有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提前 1 分
钟交工，就能提前 1 分钟遏制疫情蔓
延。”殷弘集成副总经理许昆锋的话，
道出了众多吴江企业的心声。

吴江温度

“明天就要上战场了，现在要准备
明天带的‘武器’了。领导家人朋友
们，放心，我们虽没有上天的云梯，却
有团结一心共渡难关的勇气！期待武
汉樱花绽放、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在
一起！”

这段文字，节选自苏州市第九人
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主管护师王雅萍
的日记。1月 28日，包括王雅萍在内的
4 名“80 后”护士主动加入江苏省援鄂

医疗队，出征武汉，深入一线中的一线
参加护理工作。第二批 38 人，8 个医
生、30个护士，他们分别来自苏州第九
人民医院和盛泽医院，2月 9日启程援
鄂。

没有人生来勇敢，因为被需要，拖
家带口的吴江“白衣战士”便选择了逆
风而行、冲锋陷阵。“救死扶伤，在哪里
都一样。”“肯定会怕的，但责任使然，
必须上。”疫情当前，为医则刚，字字铿
锵。在“疫情魔鬼”和人们面前，她们
用技术和大爱拉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防
线。

在很多医护人员眼中，可以上前
线的王雅萍一行是幸运的。“恳请医院
领导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去湖北一线，
与我的师长、同学、亲友一起并肩前
行，抗击肺炎。”一大批像苏州市第九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治医生
郑江南一样的热血医护人员递交请战
书，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出征。每一张
请战书都写满了爱与责任。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武汉正在
经受着极大的考验。作为世界 500强、
吴江龙头企业，恒力集团一直关注着
疫情的发展，大手笔向武汉市慈善总
会捐赠 1亿元，专门用于武汉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恒力集团，是
吴江鼎力支持武汉和其他地区的一个
代表和缩影。

迈为科技捐赠 100万元、凯伦股份
捐赠 100 万元、康力电梯捐赠 100 万
元、蜜思肤捐赠 50万元、华佳集团捐赠
20万元和 1.2万只真丝口罩、富兵纺织
捐赠 10 万元、豪展医疗科技捐赠红外
线耳温枪、金家坝居民捐赠 5万只口罩
……

积跬步至千里，汇小流成江海。
疫情期间，大中小企业、居民、机构、银
行等纷纷伸出援手，尽己所能为疫情
严重地区捐资捐物，集聚起抗“疫”的
澎湃力量。

江苏吴江：汇聚抗“疫”澎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