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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基金

1 月 24 日，碧桂园集团紧急
决定捐赠 1 亿元，设立首期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基
金，调动各类资源，启动全球紧
急采购。 2 月 13 日，碧桂园集团
宣布，通过国强公益基金会追加
捐赠 1 亿元人民币，设立二期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基金。

在本次追加后，碧桂园捐赠
设立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基金
累计规模达 2 亿元。 基金主要用
于采购防疫医疗物资、关怀抗疫
一线医务人员及其亲属、关爱防
疫一线志愿者等。

截止到今年 10 月， 碧桂园
在全球采购医用口罩、 防护服、
护目镜等防疫急需医疗物资超
1.1 亿元，运抵湖北、广东等地的
防疫一线投入使用；先后向湖北
10 多家医疗机构、捐赠了总价值
2000 多万元的高端医疗设备，向
荆州医院及广东支援荆州医疗
队捐赠了一批价值 470 万元的
医疗设备； 先后采购两批价值
200 万元的抗疫前线急需的生活
物资，为广东援鄂医疗队提供更
好的后勤保障。

为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及其亲属， 碧桂园集团设立了

“国强关爱防控新型肺炎医护人
员专项资金”， 先后向武汉市慈
善总会捐赠 2000 万元， 向广东
省慈善总会捐赠 2000 万元，向广
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赠 500
万元。

此外，碧桂园向中国青年志
愿者协会捐赠 550 万元， 设立
“疫情防控志愿者关爱基金”；捐
赠 320 万元对广东 1600 名双百

社工进行补贴；向光华科技基金
会捐赠 40 万元， 用于资助帮扶
受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影响的青
少年。

记者了解到， 除上述行动，
碧桂园还发挥全产业链资源优
势， 动员集团近 20 万员工以实
际行动抗击疫情，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力量，如发起消费
扶贫、捐赠餐饮机器人、快速设
立医用口罩产线等。

【字节跳动】
医务人道救助基金

1 月 25 日，字节跳动向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2 亿元，设立
字节跳动医务基金。 此后，字节
跳动又先后追加捐赠共 8000 万
元， 加上员工捐赠和公司 1:1 配
捐、 字节跳动创始人兼 CEO 张
一鸣个人 1 亿元捐赠、社会定向
捐赠等， 基金总额增至 4.36 亿
元，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医务
人道救助基金。

据悉， 字节跳动医务救助基
金仍在开放申请。 因抗疫而感染
的一线医务人员本人、直系亲属、
同事， 均可以在今日头条、 抖音
APP内搜索“字节跳动医务救助
基金”，提交申请；也可登陆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官方网站，在“我要
求助”栏目下载《资助申请书》填
写，通过邮箱提交申请材料。

记者了解到，该基金后续又
有了新的动向：5 月 12 日， 字节
跳动医务基金宣布启动医务心
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联
合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的专家团队，为基金资
助的感染新冠肺炎医务人员和
殉职医务人员家庭免费提供心
理支持。

字节跳动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基金已为 83 批
3734 名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提
供资助。 其中，为 3670 名因抗疫
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每人资
助 10 万元； 为 64 名因抗疫不幸
殉职的医务工作者的每个家庭
资助 100 万元。

目前， 基金资助支出共计
4.31 亿元，除去“安心计划”医务
心理支持项目等其他项目支出
后，剩余 692 万元。

“基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医
务人员健康，受理申请的窗口持
续开放。 未来我们会重点跟进基
金资助的医务人员的需求，也会
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更多公益
方向。 ”上述负责人表示。

【阿里巴巴】
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

1 月 25 日，阿里巴巴启动驰
援武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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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湖北的医疗机构。

阿里巴巴集团为此成立了
经济体物资专项组，涉及阿里巴
巴 B2B 国际站、天猫国际、天猫
超市、Lazada 等多条业务线，来自
11 个国家的 1200 多名员工参与
全球寻源、采购、质检工作，截至
2 月底已先后投入海内外医疗物
资采购资金 6.88 亿元。

阿里相关负责人谈道，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菜鸟，共同
打造了海内外医疗物资采购及
社会捐赠物资的信息对接、物流
运转平台，以缓解医疗物资紧缺
和运输停滞等难题。 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也被浙江省民政厅新
增列入防控新肺炎疫情进口捐

赠物资受赠人名单，有效保障了
医疗物资的快捷通关。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阿里
巴巴集团联合蚂蚁金服集团，通
过利用数字经济生态中的商业
力量和技术力量，全方位地参与
到中国乃至全球抗击疫情的战
役当中。 ”

不过，据记者了解，阿里抗
疫相关数据目前只更新到 3 月
底。 5 月 23 日，阿里公布了抗疫
投入明细，截至 3 月 31 日，阿里
巴巴经济体实际投入抗疫资金
已达 33.56 亿元。 其中，阿里集团
累计投入 27.63 亿元， 蚂蚁集团
累计投入 5.93 亿元（相关投入仍
在进行中）。

另据数据显示， 截至 3 月
底，阿里已累计送达抗疫物资金
额达 4.8 亿元，将口罩、防护服、
护目镜等 7315 万件急需的抗疫
物资送达武汉等国内各地，并向
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机构
捐赠防疫物资。

【拼多多】
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控基金

1月 29日， 拼多多与浙江大
学共同成立“病毒感染性疾病防
控专项基金”，规模为 1 亿元。 该
基金专项用于支持病毒感染及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 特别是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支援保障和科学
研究等， 包括为疫情严重地区医
院配置医用物资， 奖励有突出贡
献的医务人员， 以及用于病毒感
染及危重症医学防控研究等。

基金成立后不久，拼多多、浙
大教育基金会联合向上海市红十
字会“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专项捐赠 500 万元，专门用于
奖励上海赴武汉驰援的医务工作
者和上海本地参与疫情诊治的医
务人员， 以表彰他们在此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做出的贡献。

2月底，拼多多还联合浙江大
学向湖北武汉、荆门、黄石等地 26
家医院捐赠了一批总价值近 1000
万元的新冠肺炎检测设备。

据拼多多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控专项基
金”的支持下，1 月 31 日，浙江大
学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肺炎应急科研专项启动，面向全
国公开申报， 鼓励开展联合攻
关。 该专项也得到了教育部科技
司发文支持。

据悉，该专项研究共接收包
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
系统等 238 家单位的 689 份申请
书。 经过评审，该专项确认资助
并立项了包括钟南山院士、李兰
娟院士等四位院士牵头项目在
内的 101 项应急科研项目。

“此次专项科研工作涵盖临
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基础医
学、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领域，
重点围绕病毒病原和流行病学、
动物模型、检测诊断、药物研发
和临床救治、疫苗研发五大主攻
方向开展研究，开展至今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截止到 3 月 30
日，合计收到项目中期进展报告
100 份。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后续浙江大学方面还将公布该
基金其他进展。

【泰康】
泰康公卫基金

1 月 30 日，泰康保险集团发
起设立泰康公共卫生及流行病
防治基金（以下简称“泰康公卫
基金”），计划总规模不低于 1 亿
元。 2 月 18 日，泰康公卫基金发
布首批资助项目申报指南，面向
国内外研究机构公开征集研究
课题，标志着该基金正式启动。

据介绍，泰康公卫基金首批
资助主要面向疾病预防控制与
人群健康管理、流行病学及健康
大数据应用、公共卫生系统与政
策、健康公平与消除贫困、长寿
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等五个领域
展开，申请人可以通过泰康保险
集团官网或官网微信号下载申
请指南。 按照开放原则，所有在
该基金资助下的研究课题成果
都将公开并允许社会大众查阅。

记者了解到，泰康设立公卫
基金旨在提升中国公共卫生教
育、研究水平，促进科研成果转
化为应用与实践，提升长寿时代
对流行病的防治水平，积极参与
和推动基于循证的公共卫生政
策，支持“健康中国”“精准扶贫”
国家战略。

在设立该基金的同时，泰康
还推出了涵盖新冠肺炎的“爱心
保”公益保险计划。 据泰康保险
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刘挺军
此前介绍，该基金主要资金来源
有两个方面，即泰康保险集团出
资和“爱心保”公益保险计划产
品承保盈余。“泰康建立公卫基
金是着眼于长远，希望通过民间
专业力量的研究推动研究成果
向政策转化，帮助提高公共卫生
水平，帮助弥补公共卫生体系的
短板。 ”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截至
目前该基金已捐助 1000 万元用
于支持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科研； 发布了聚焦传染病
前、中、后期的三个抗疫应急项目
及 12个医疗卫生领域的课题，包
括疫情发展规律及经济代价研
究、疫情防控心理保健、重大公卫
事件中的养老机构风险防控、应
对突发事件医院管理优化等。

此外，泰康方面还组织支持
了近 30 场国际线上学术研讨
会，为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搭建
起公共卫生、医学、病毒学等领
域的学术交流平台。

对于该基金今后的规划，泰
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兼董事会
秘书、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应惟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该基金将持续运作下去，其
规模也会远远大于泰康当初承
诺的 1 亿元。“未来公卫基金的
支出主要是以研究为主，动员国
内最顶级的专家，包括海外的专
家，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世界的力
量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
作出我们的贡献。 ”

事实上， 除了上述企业，还
有多家企业积极履责，参与到抗
击疫情当中，比如腾讯、新浪、百
度、网易、中国飞鹤、阳光保险
等。《公益时报》也将继续关注这
些企业设立的抗疫专项基金的
最新进展。

临近年底
企业抗疫专项基金花了多少？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多家国内企业及公益机构快速响应，除了常规的资金及物资捐
赠，还发起设立抗疫专项基金，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泰康、碧桂园等。 这些专项基金不仅

使得企业能够系统科学地参与疫情防控，也调动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企业不遗余力地参与疫情防控，彰显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决心和担当。 那么，目前这些抗

疫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如何？企业及相关方面是否进行了及时披露？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这些
专项基金的用途会不会发生变化？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