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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杭州市统一战线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全

市人民一道，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发挥优势，

共克时艰，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各个

环节，以实际行动为全力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广泛动员  共克时艰  筑起抗疫战线

全市各民主党派、各统战系统单位、各统

战团体（社团）、各宗教团体积极响应号召，

第一时间作出部署安排，第一时间发出通知、

倡议，发动捐款捐物，广泛动员参与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市各民主党派第一时间全面动员。杭州民

革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累计捐款 660 多万元，

捐赠口罩 215.9 万只，防护服 8647 套，捐赠医

疗物资及相关器械、原料等折合人民币约 930多

万元。全市民盟各级组织和盟员共捐款 81万元，

捐赠防护服、口罩等物资价值 25 万元，盟员企

业家发动所属企业捐款捐物共计 16899503 元。

全市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累计捐款 1535.33

万元，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 1226.51 万元，动员

237 名会员参与防疫服务。全市民进会员个人

及企业捐款共计 10981963 元，捐物折合人民币

9124613 元，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87330 只

（套）。全市农工党党员约有 500 名医护工作

者始终坚守岗位，100 余名志愿者坚守高速公路

卡口、社区进出点、隔离点等防疫一线，靠前战

斗。党员郑建娣、冯晓菲、高建波等“逆行”武汉，

郑建娣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是浙江援鄂医疗队中唯

一获得表彰的民主党派成员。广大农工党党员和

党员企业通过各种渠道总共捐款 1245.6 万元，

捐赠 29.9 万只口罩和价值 81万元的其他各类物

资，其中“红十字同心 •前进专项基金”筹集善

款 161.1 万元。致公党党员以个人或企业名义捐

赠资金近 888.7 万元，捐赠防护服、口罩、防疫

药品等各类应急物资近 1585.5 万元，牵头组织

相关社会组织团体和爱心人士捐赠资金及各类物

资近 2739.6 万元，总计约 5213.8 万元。九三学

社全市各级组织及社员累计捐款 764.44 万元，

捐赠口罩 88700 余只，另有 11239 件手套、防护

服等一批防护物资。一些党外成员围绕疫情防控

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杭州市统一战线助力打赢疫情阻击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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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撰写

建言献策稿件。

各区、县（市）统战部第一时间全面动员。

上城区累计捐赠资金 2300 多万元，口罩 121 万

余只，物资上千万元；下城区累计捐赠款物逾

2600 万元（现金和专项基金 1000 余万元），医

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水近百吨、空

气净化器、测温仪等防疫物资折合人民币 1600

多万元；江干区统一战线捐款超 9000 万元，捐

赠物资超 2000 万元。拱墅区累计捐款超过 6627

万元，捐物折合价值 1174 万元。西湖区统一战

线捐款 2200 余万元，捐赠口罩 42万只，护目镜

1960 副，防护服 5975 件，医用手套 11500 副；

杭州高新区（滨江）统一战线累计捐款 3213.23

万元，捐赠物资价值 3456.3 万元；萧山区各统

战团体捐款累计 12799.46 万元，捐赠医疗物质

226 万件，服务基层一线 3000 余人次；余杭区

统一战线共捐款 3987 万元，捐赠 N95 防护口罩

5.2 万只，另有防护口罩 117.8 万只、防护服

6487 件等大批物资；富阳区统一战线累计捐款

6430.26 万元，捐赠各类口罩 100 余万只、防护

服 1万余套，另有大量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下沉

基层；临安区统一战线通过各类渠道、各种形

式捐款总额3212.15万元，捐赠口罩53.66万只、

额温枪 683 支、防护服 3830 套、手套 16.33 万

副以及大量其他物资。建德市统战成员共捐款捐

物折合人民币超 1600 万元；淳安县统战团体组

织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捐赠抗疫物资640万元，

抗疫资金1113.77万元（含500万元专项基金）；

桐庐县筹集善款 800 余万元，捐赠物资近 500 万

元，其中口罩 20余万只。

市知联会、市新联会、杭州欧美同学会紧

急动员。市知联会会长、无党派人士林革、何

黎明、曹国熊等班子成员带头捐款捐物。全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行动，市新联会第一时

间筹集捐款45.88万余元并送达武汉防疫前线，

会长何军通过杭州市公羊会公益基金会发动捐款

捐物，收到捐赠款物 1608.857 万元；市新联会

理事、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郑壹零将 100 万副医

用手套、20万只口罩、1.8 万副护目镜等物资分

批运往武汉；江干新联会会员企业贝贝集团采购

100 万件医用防护物资紧急驰援武汉；萧山区新

联会发动多家公益服务组织参加抗疫，推出募捐

项目。

全市各级侨联组织全面动员。杭州籍海外

侨胞积极响应侨联号召，自发组织捐款捐物。至

2月 28 日，全市侨界共捐助资金 3000 余万元，

物资近 4000 万元，总金额 7000 余万元，包含口

罩284万只，防护服13万套，护目镜1.6万副，

手套 16万付以及消毒水、保健品等各类物资。

杭州海外联谊会和旅港澳同乡会积极动员。

如香港杭州商会副会长、杭州旅港同乡会名誉会

长严志明捐款 300 万元，名誉会长胡惠康向市卫

健委捐赠价值 30 万元的口罩；澳门杭州联谊会

筹集爱心善款 8.3 万元；上城旅港同乡会会长马

仁德捐赠价值70万元的石墨烯口罩14000千只；

萧山旅港同乡会名誉会长邵法平向萧山区慈善总

会捐赠 500 万元。

各宗教团体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各宗

教场所认真做好防控工作，严格做好卫生安全防

护，积极组织开展抗疫捐款。其中，杭州灵隐寺

向杭州市红十字会捐款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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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设备。浙江华铁组建华铁大黄蜂团

队，火速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

杭州振森钢构加班加点以成本价为火

神山医院提供 45000 ㎡医用临建房复

合板。余杭区民建会员企业智云健康

为火神山医院安装智云医汇管理系统。

为救援物资提供绿色运输通道。1

月 25 日，桐庐县乡贤企业圆通速递在

全国开通免费向武汉地区运送救援物

资的绿色通道服务，并优先向公益机

构、医疗机构等救援组织开放。同步

启动多个省、区、市到美国、澳洲的

圆通速递网络。传化智联展开全国各

地大宗抗疫救援物资的智能物流调度，

勇毅逆行  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

病毒肆虐、疫情汹汹，一些统战成员中的

医务工作者却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选择“逆

行”，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救治和防控工作一线，

默默当好群众健康安全的“守护神”。

九三学社社员朱佳清主动请缨，作为我省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医疗队

成员，大年初一“逆行”前往疫情最严重的武汉。

民革党员沈醒杭连续多日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

区工作。民革党员陈铮、民盟盟员王晔在市委

党校隔离点执行医学保障任务。民进会员章敏

负责疫情防控中护理工作与隔离留置区的建设。

农工党党员黄伟在定点收治医院西溪医院开展

工作。农工党党员、市急救中心急救科科长袁

轶俊从事肺炎疑似患者转运。市新联会会长、

公羊会创始人何军带领公羊会成员投入抗击疫

情一线，浙江公羊救援队选派 4 名专业疾控消

杀队员携50万元物资赶赴黄冈市驰援抗疫消杀。

17 年前参与“非典”疫情的民进会员沈林峰又

一次奋战在疫情防控的一线。他说，“作为呼

吸内科的主任，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是我的

责任和使命。”这样勇毅逆行的“健康卫士”

还有许多，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最美统战人。

受逆行者风采感染，市侨联兼职副主席、

浙江旅欧知名作曲家朱培华与耿德迎合作，连夜

创作歌曲《出征 出征》，致敬一线医务人员，

鼓舞抗击疫情士气。

除了“一线”卫士，全市还有数以千计的

医卫界统战成员以各种方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他们或参与疫情现场处置，或开展样本采集检测，

或进行各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或参与患者居

住环境的消杀，或参加疫情防控点巡查值守，或

开展防疫知识教育宣传，或协助社区做好居家隔

离……他们以实际行动，共同参与构建疫情防控

的防线。

发挥各自优势  提供抗疫应急保障

一些统战成员主动作为，发挥优势，以各

种方式为抗击疫情提供应急保障。

火速驰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一些

杭商发挥专长，为抢建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作出贡献。银江环保承担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

院污水处理系统抢建任务。滨江新华三集团为火

神山医院紧急安装、调配网络通信与信息安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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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放全国 50 余个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的仓

储资源，为抗疫救援物资提供运力、仓储、支

付金融等支持。

提供网络保障和数据智能服务。杭州市新

生代企业家会长企业浙江每日互动成立“个医”

团队，与李兰娟院士团队合作，为疫情防控部

门提供大数据服务。民建会员企业安恒信息捐

赠上千台（套）网络安全设备，为湖北多家医

疗机构网络和新闻媒体提供安全防护和专家值

守服务；致公党党员、火石创造董事长金霞，

带领公司团队连续奋战 48 小时，在人民网成功

上线“疫情防护物资供需发布平台”，以实时

数据助力防控疫情阻击战；米络星科技总经理

刘琼响应“停课不停学”号召，捐赠网络课程

礼包，并在 KK直播上线“武汉加油”公益礼物，

所得收入全部捐赠武汉疫区；宏杉科技加班加

点为武汉疫情定点医院及相关医疗机构提供应

急保障核心存储设备；民革党员周文源以新白

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向市委党校隔离点提

供送餐机器人。

服务疫情信息发布和科学辟谣。在这场战

役中，疫情信息的透明发布极其重要。中国正

能量网红·同心荟联席会长企业丁香园与人民

日报合作，上线人民日报 - 丁香园 / 丁香医生

联合版疫情动态地图，帮助大家了解疫情信息。

针对各种疫情谣言导致的“盲目恐慌”“片面

理解”，网红·同心荟联席会长、杭州老爸评

测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文峰带领老爸评测在

社群中做辟谣和科普。市新联会副会长、腾讯

大浙网总经理马晓燕在腾讯新闻浙江页卡搭建

浙江“战疫”专题报道，提供实时数据查询，

帮助民众了解权威信息，及时澄清疑惑。

以义为先  杭商自觉扛起社会责任

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刷新纪录。据不完全统

计，至 2月 28 日，杭州市工商联系统共捐款捐

物合计 60840.1658 万元；其中捐资 40606.0423

万元，捐物折款 20234.1235 万元，设立抗疫防

疫基金 12.55 亿元，总计 186340.1658 万元。阿

里巴巴集团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

从海内外直接采购医疗物资，定点送往武汉及湖

北的医院。吉利控股设立 2 亿元疫情防控专项

基金；盘石集团捐助 3000 万元；传化集团捐赠

3000 万元款物；滨江集团捐助 2000 万元；娃哈

哈集团、富通集团（浙江富通感恩慈善基金会）、

圣奥集团、中南集团、顺网科技、大华股份等

企业各捐助款物 1000 万元。

克服困难，加急生产医疗物资。面对医疗

物资短缺的巨大困难，医药卫生相关民企克服

春节放假、员工紧缺等各种困难，加班加点加急

生产医疗物资。杭州爱菩高特生物技术以 3 倍

工资召回员工，加紧生产病毒检测试剂盒包材，

每天发送产品超过 200箱。中翰盛泰生物技术开

足马力紧急赶制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试剂

发往武汉。建德市朝美日化有限公司以 3 倍工

资鼓励员工返厂加班赶制口罩，并承诺不涨价。

余杭区老板集团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捐献价值

200 万元的医用酒精湿巾 10万包。

以义为先，民企履行社会责任。统战部、

工商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凝心聚力打好疫情防治攻坚战。全市民营企业

遵照省、市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要求，

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主动延长春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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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企业承诺员工带薪休假，不解除劳动合同。

一些紧缺物资生产、销售企业明确表态生产的

产品、销售的商品不会因疫情涨价。

筹集物资  开启全球“扫货”行动

广大杭州籍海外侨胞心系祖国疫情防控，

他们发挥海外资源渠道优势，跨国采购物资，

支援祖国亲人共克时艰。如：美国杭州商会董

事会副主席华勇以公司名义向杭州市红十字会

捐赠 1000 万元。萧山区侨联常委严佳捐资 300

万元。市侨联兼职副主席杨宝庆代表浙江泰普

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资 200 万元。市侨联

海外联络处北美浙江华侨联盟社团募集、采购 3

批数十万美元物资。柬埔寨浙江总商会会长施

永平在柬埔寨采购 9.8 万只口罩，市委统战部

第一时间与市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联系，牵头

协助办理捐赠审批、海关免税报关、落地机场

等手续，顺利送达杭州。

还有一些统战成员，利用海外渠道优势，

紧急采购、调运急需物资。公羊会从境外筹措

了 30 万只口罩、6 万副手套和防护服等一批防

疫物资。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捐赠 500 万元，

从海外采购 4万余套 MEDOP 品牌应急防护服。民

革党员虞万骏联系瑞典胞妹紧急筹集 7万余只医

用口罩、3487 套医用防护服等物资。民革党员

卓永岳委托日本优踏踏株式会社采购 30 万套紧

缺物资。民革党员詹陈雷联合捷克侨胞采购价值

194 万元医用物资并发往省内，2 月 3 日《人民

日报》海外版头版以“一封征集函 牵动十六国

(众志成城控疫情)”为题对他的事迹进行报道。

杭州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潘丹、理事施飞翔，争

取海内外运输通道，协助 2万只 N95 口罩从巴西

运抵杭州；理事陈士松通过海外关系，紧急采购

数万件急需物资。俄罗斯浙江商会会长邓惠燕在

当地购买 244 箱、共计 2吨医疗物资送抵杭州。

加强组织领导  下沉一线开展疫情防控

杭州市委统战部认真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两次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

彻落实省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从严从实从细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

土尽责。部班子成员与机关干部职工一起响应市

委号召，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全力支援基层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全市民宗系统切实做好宗教领域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检查指导，所有宗

教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一律按

照要求暂停对外开放，停止举办各类

对外集体宗教活动。日均出动干部约

1200 人次，对全市 840 处宗教活动场

所和 831 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开展网格

化、不间断巡查。全市工商联系统发动

非公经济人士捐款捐物，及时对接疫区

需求和企业所能，为民营企业精准、有

序、高效支援疫情防控提供帮助。广泛

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监督检查，做细做

实会员企业的返岗管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