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 日上午消息，据台湾媒体报道，威盛
暨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1 月 31 日宣布， 将斥
资 10 亿元新台币(约 2.22 亿元人民币)在台湾
成立第三个“台湾信望爱基金会”，将以尖端科
技为平台， 为台湾下一代提供更方便的学习环
境。

王雪红成立的前两个“台湾信望爱基金
会”，分别隶属在威盛和宏达电旗下，此次新成
立的基金会，主要针对教育环境。

该基金会希望提供下一代需要的创意和竞
争力，而不是提供奖学金或创投资金，实际运作
模式目前仍在规划中。

新成立的基金会仍由王雪红出任董事长，
基金会将以尖端的科技平台， 为台湾下一代提
供更方便的学习环境， 以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
力的人才为目标。 （据新浪网）

■链接

2012 年 2 月 1 日，阿里
巴巴集团宣布，“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 正式通过国家民
政部批准审核。 该基金会由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巴巴
（中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4 家子公司发起成立。
据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章
程显示， 基金会初始基金为
5000 万元， 今后发展的资
金， 主要来源于集团及其旗
下公司的捐赠，同时，阿里巴
巴集团承诺每年将集团收入

的 0.3%拨作公益基金。
据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秘书长、阿里巴巴集团
社会责任部总监金媛影
介绍，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
会。 与其他非公募基金会
不同的是，阿里巴巴公益
基金会选择了环境保护
作为重要的公益方向，同
时将会最大限度将企业
的平台模式及资源融入
到公益领域，让公益项目
得以持续 、 健康发展，通
过电子商务生态体系帮
助全球中小企业和创业者

得到生存和发展。“此外，
基金会成立最重要目的是
营造公益氛围， 唤醒员工
和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
金媛影补充道。

基金会获批之后， 阿里
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成
为公益基金会的第一号志愿
者。“阿里巴巴要打造‘诚信、
透明、责任、分享’的新商业
文明，以保护环境为己任，不
仅自觉控制对环境的污染，
而且要通过其电子商务平台
推动整个社会环保意识的提
高。 ”马云表示。

据悉， 阿里巴巴集团在

2011 年便启动了浙江省“清
源行动”水环境保护项目，帮
助并推动地方民间机构协助
环境保护部门开展水环境保
护工作。 目前，已有近 20 个
民间环保队伍、5 千多名热
心志愿者加入， 现已发展成
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民间环保
网络联盟。

“2012 年，我们还将把
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省市和
地区。 ”金媛影表示，将公益
与企业本身的商业模式相结
合，形成公益领域的“阿里模
式” 是近几年来阿里巴巴一
直在努力的方向。

1 月 30 日，“李亚鹏筹建首
家儿童慈善医院获批”的消息不
胫而走。

“我们应该意识到政府开始
为慈善医疗开了一扇小窗。 ”中
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
为，这家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医院
对打破公立医院垄断、推进医改
的意义重大。

但是，这家非营利医院的设
立，也将面临来自财税、人才等
领域的困难，其如何持续运营最
受关注。

庄一强说：“民办医院则进
一步细分为两类，一个是营利医
院，一个是非营利的慈善医院。 ”

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规规定，嫣然医院已经

获得卫生部门的批准，但在北京
市民政部门的网站上仍没有医
院的相关信息。 “如果没有在民
政部门注册，仍不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 ”

在 2010年国务院出台的有关
文件当中，已经明确免除了民办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营业税， 但仍
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上，是
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是营利
和非营利医院之间的重要区别。

事实上，民办非营利医院曾
一度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00年出台的《关于医疗卫生机构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
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各项税
收。 ”但该政策已于 2008年失效。

而按照 2009 年 《关于非营
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
题的通知》，非营利组织免税收
入为五项， 但非营利医疗机构
的医疗服务收入却并不在免税
之列。

“民营医院要承担税收、土
地等成本， 而公立医院不仅免
税， 还可以享受政府财政的补
贴。 ”山西一家民营医院院长对
记者如是说。

此外，按照李亚鹏当初的规
划，嫣然医院将免费对唇腭裂儿
童进行救治，但同时也将面向高
收入人群，以用盈利补贴贫困家
庭的医疗费。 但能否获得足够的
患者、这种“以富补贫”的模式能
否持续下去都是未知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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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将实施 800例免费手术

我国首家慈善儿童医院成立
建国以来第一家专门救助

儿童的慈善医院———“北京嫣然
天使儿童医院”已经获得北京市
卫生局批准。 2 月 2 日，记者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嫣然天使基
金的工作人员处获悉， 该医院
主要由包括李亚鹏在内的嫣然
天使基金的理事出资成立，投
资总额共 3000 万元人民币，医
院地址位于望京， 将于 6 月 1
日正式开业。

实际上，在北京市政府信息
公开专栏中可以发现，北京市卫
生局对朝阳区卫生局《关于设置
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请示》
批复早在 2011 年 12 月 23 日就
已完成：同意李亚鹏、汪永安、李
斌、 唐越按《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规规定，设置该医
疗机构； 机构类别为儿童医院，
级别为二级；经营性质为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

从批复中还可以获知，该医
院的规模并不庞大，共有病床 50
张，牙科医疗椅 3 台。 除了针对
唇腭裂的治疗外， 还设置了眼
科、急诊医学科、精神科（临床心
理专业）等诊疗科目。

据嫣然天使基金的官方网
站显示，该儿童医院将免费为全
国患有唇腭裂的儿童进行救治

和康复训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嫣然天使基金将为贫困患儿提
供全额赞助， 预计每年将实施
800 例全额免费唇腭裂手术。 同
时，作为中国第一家可以为唇腭
裂提供序列治疗的医院，还将成
为包括治疗唇腭裂在内的颌面
外科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以及
志愿者培训基地。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
主任、 中国捐助网总编辑刘佑
平告诉记者， 慈善医院此前在
江苏已有先例： 就是以民非的
形式注册的机构，行业是医院，
但性质不是事业单位， 也不是
企业，而是社会组织。 他认为，
随着慈善行业的发展， 以后会
出现大量非营利机构性质的医
院、养老院、学校、福利院、社会
服务机构。“这是一种产业发展
的大趋势。 ”

据了解，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的就诊对象也将面向高收入群
体， 向他们提供高质量医疗服
务。 李亚鹏此前曾表示，公益性
质医院也要盈利，但这部分利润
将补贴贫困家庭孩子的医疗费。

实际上，该慈善医院也已筹
备数年。 在 2009 年的“嫣然天使
基金”慈善晚宴上，众多明星即
为建立“嫣然天使基金”儿童慈
善医院筹款近三千万元。

嫣然天使基金是由李亚鹏、
王菲夫妇倡导发起，在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的支持和管理下设立
的专项公益基金，旨在救助家庭
贫困的唇腭裂儿童。 2006 年 11
月 21 日正式启动。截至 2011 年
年底，通过其在全国 9 家定点医

院及合作医院，“嫣然天使基金”
已累计为 8036 名唇腭裂患者实
施免费手术。

目前， 嫣然天使基金的善
款主要来自企业和李亚鹏夫妇
身边的朋友， 高达总募款额的
90%。 基金工作人员透露，嫣然

天使基金还将通过慈善晚宴 、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额募捐、月
捐等方式为嫣然天使儿童医
院筹款， 同时亦接受药物 、医
疗器械的捐赠。 所有捐赠的物
资、 善款都将专项用于唇腭裂
医疗救助。

民办慈善医院免税难

承诺每年将集团收入的 0.3%拨作公益基金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获批 ■ 本报记者 张逢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设立第三个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