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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里巴巴、 碧桂园、拼
多多、泰康保险集团及字节跳动等
企业抗疫专项基金支出情况及相
关最新进展。 这些爱心企业不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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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斗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责
任企业，他们或主动发起或联合基
金会等公益组织共同设立抗疫专
项基金，多维度助力疫情防控及国
家公共卫生事业 。 2020 年即将结
束，这些因疫情而生的专项基金将
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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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抗疫专项基金支出进展知多少
■ 本报记者 皮磊

腾讯超过 20 亿元
战疫基金

1 月 24 日， 疫情暴发初期，
腾讯出资设立首期 3 亿元“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基金”，
协同全球资源采买防疫物资驰
援武汉。 2 月 3 日，腾讯出资设立
第二期 2 亿元“战疫开发者公益
联盟资金池”， 旨在开放自身的
技术资源与研发能力，联合生态
伙伴一同做公益，帮助行业共同
成长。 这笔资金用于为服务商和
开发者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帮
助他们为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等
快速开发疫情服务小程序。

2 月 7 日， 在设立首期 3 亿
元疫情防控基金、2 亿元战疫开
发者公益联盟资金池后，腾讯宣
布升级追加 10 亿元基金， 设立
15 亿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综合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战疫基金）， 分别投入在物
资支援、技术支援、人员关怀、科
研与医疗事业等领域，资金全部
由腾讯承担。

其中，该战疫基金专设 3 亿
元的“致敬战疫人物基金”，用于
对战疫一线做出特殊贡献人士
的致敬和慰问。 此外，腾讯还将
从 15 亿元战疫基金中拿出 2 亿
元，用于救助因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而导致经济困难的患者
及其家人。

据记者了解，腾讯战疫基金
中还有 5 亿元的战疫后备基金，
将视战疫进展考虑追加到上述
项目，也可被用于与防疫相关的
科学研究、未来医疗健康设施完
善、权威医学科普等工作。

截至 2 月底，腾讯已向清华
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1500 万
元，其中 500 万元用于支持清华
大学“新冠” 疫苗的研发工作，
1000 万元用于支持全球健康药
物研发中心继续开展针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治疗方案的
紧急攻关。 接下来，腾讯还将持
续支持更多机构从事防疫研究。

在助力全球抗疫方面，3 月
24 日， 腾讯宣布设立 1 亿美元
“腾讯全球战疫基金”，助力抗击
全球日益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 该基金初期将集中用于采
购和捐助医疗物资，如医疗个人
防护装备、医院和前线医护人员
必须的医疗物资。

9 月 6 日， 腾讯基金会方面
宣布，将从腾讯战疫基金 5 亿元
后备基金中拿出 2 亿元作为专
项扶持基金，以支持公益组织渡
过疫情难关，获得长足发展。 腾
讯基金会方面表示，将助力公益
生态伙伴在遭遇疫情挑战后“重
回正轨”，与公益组织、爱心企业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构筑疫
情之后的公益新生态，共同提升
公益生态效率。

中国飞鹤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项基金

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飞鹤捐
赠 1 亿元设立“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飞鹤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专项基金。 ”

2020 年大年初一，中国飞鹤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紧急响应，第
一时间联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了解人道需求， 并捐赠 1 亿元，
设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飞鹤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项基
金”。 结合抗疫中孕产妇及医护
人员营养健康问题，飞鹤再次追
加捐赠 1 亿元款物。

中国飞鹤表示，其向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捐赠设立该专项基
金，主要是为了支援湖北和黑龙
江两地的抗疫工作以及后续的
疫情防治工作。 在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阶段后，中国飞鹤希望将资
金更多地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
用以改善基层医院的设备配置，
帮助提升基层医院在新冠肺炎
防控、检测和救治方面的能力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

具体来讲， 该基金以 4：3：3
的比例分别用于医务人员资助、

采购物资、 新医院建设等。 自 1
月 28 日起， 基金向社会开放申
请，资助对象包括：武汉及周边
地区、黑龙江省确诊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防疫一线医护人
员或因此身故的防疫一线医护
人员家属；经基金管委会全体委
员确认批准的其他需要救助的
相关人员。

此外，该基金还用于采购口
罩、消毒液、护目镜、防护服、防
护手套、 呼吸机等应急医疗物
资，支援、发放给武汉及周边地
区，以及黑龙江省，用于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支援武汉
及周边地区疫情救治的临时医
院的建设。

到 1 月底，该基金拨付援建
医院资金首期款项 3000 余万
元，采购消杀药剂等急需医疗物
资 772 万元。 据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方面介绍，截至目前，善款除
规划用于提升黑龙江基层医疗
机构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建设、医
疗设备采购专项的 1734 万元
外，其余全部结项；奶粉捐赠方
面， 价值 8000 万元的奶粉已全
部结收完毕， 剩余价值 1000 多
万元的奶粉近期完成材料收集
后也将结项。

“该基金为专项基金，随着
各子项目的陆续结项，基金的使
命也就达成了。 但飞鹤会持续投
入各项公益事宜，继续关注母婴
群体和儿童的营养状况，关注基
层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在国家
面临重大灾难时挺身而出，承担
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飞鹤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网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专项防控基金

1 月 29 日，网易在湖北捐赠
3 万只专供口罩， 并在提供免费
在线课程之后， 再次追加捐赠 1
亿元，设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
项防控基金，向疫情较严重地区
提供防疫抗疫支援。 此外，网易
还投入近千万元筹措购买急需

医疗物资。
同时，网易有道、网易云音

乐、网易严选、网易新闻等业务
发挥各自优势，全力保障疫情期
间的防护物资供应、抗疫信息畅
通和精神文化生活。 在疫情形势
逐渐好转后，网易公司在保障就
业稳定的同时，多措并举助力复
工复产复学。

如，网易有道充分发挥在线
教育优势，助力“停课不停学”。 1
月 24 日， 有道精品课率先向武
汉市中小学生免费提供寒假线
上课程。 之后，范围扩大至湖北
省及全国，并设立 500 万元全勤
奖学金。 有道精品课还与“央视
频”联合推出“疫情防控版开学
第一课”。

网易严选先后四次上线近
20 万只防护口罩（包括儿童款），
免费专供湖北用户； 紧急上线 5
万份一次性酒精片、 洗手液、免
洗净手喷雾等防护用品，免费提
供给全国用户；调集近 100 万件
急需防护物资，供应全国用户。

此外， 网易严选还设立了 1
亿元防疫专用采购及扶持基金，
同时推出 10 大政策， 支持供应
商渡过难关。 针对茶农、服配企
业， 网易严选陆续推出助农政
策、扶持政策，并在众筹平台发
起“春天计划”，帮助原创商家摆
脱困境。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 4 月
末，网易已向湖北、浙江、广东、
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四川等
省市捐赠各类款物 7500 多万
元，用于病毒检验设备、医疗物
资的采购或运输，以及关爱防疫
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保障
复工复产复学等。

武汉疫情报道专项基金

除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关注
疫情后期复工复产、关爱一线医
护人员及志愿者等群体，也有爱
心企业及公益组织关注到了奋
战在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财新公益基金会于 2014 年

设立了重大公共事件报道专项
基金，旨在帮助与激励深入重大
新闻一线采访的新闻人。 1 月 29
日，财新公益基金会再次启动抗
击疫情报道专项基金。（当时，北
京玖富公益基金会通过玖富公
益防疫情及医疗专项基金，向财
新公益基金会捐赠 50 万元，为
深入一线报道的新闻人提供奖
助金以及保险保障）。

2 月 2 日， 大家保险集团与
财新公益基金会合作发起了“武
汉疫情报道专项基金”， 并捐赠
100 万元， 为深入湖北省疫情一
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必要
的支持以及每人 100 万元保额
的保险保障。

据介绍， 该专项基金包含
“报道奖助金”和“新闻工作者
特别保险计划”两部分，凡深入
湖北省疫情一线报道的记者均
可在线申请。 财新公益基金会
将进行申请材料审核，并发放奖
助金。

大家保险集团旗下大家财
险同时为记者赠送意外伤害、意
外医疗和突发疾病身故保险。 若
新闻工作者在保险期内，因公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或因
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大家
财险将为每人提供最高 100 万
元的保险金，首批捐助 500 名新
闻工作者，总保额 5 亿元。

截至目前，共有 324 名深入
武汉一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申
请了最高 100 万元的保险金。 其
中，一位凤凰卫视的记者不幸感
染， 大家保险第一时间赔付了
2537.18 元的治疗费用。

“当全国公众居家防护之
时， 各媒体记者以职业担当，逆
行前往疫情中心，发回无数一手
信息。 这些资讯有力促进了信息
公开、 增强了公众自我防护意
识、推动了疫情防控。 大家保险
集团支持武汉疫情报道，希望减
轻一线新闻工作者的后顾之忧，
在切实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促
进全社会有效应对疫情。 ”大家
保险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