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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鸿星尔克
捐赠 5000 万元被质疑，多方回应

5000 万元捐赠引发的热搜

面对河南暴雨灾情，7 月 21
日 17:45， 鸿星尔克官方微博发
布微博消息称：鸿星尔克心系灾
区，通过郑州慈善总会、壹基金
紧急捐赠 5000 万元物资， 驰援
河南灾区，河南加油！

当天，据《公益时报》不完全
统计， 有 45 家企业为河南水灾
大额捐款近 20 亿元。 5000 万元
及以上的捐赠并不少，鸿星尔克
的捐赠信息并没有引起巨大的
关注。

7 月 22 日， 有网友指出，鸿
星尔克面临经营不善的局面，
“去年净利润-2.2 亿” 鸿星尔克

快倒闭了还捐 5000 万”“微博会
员都舍不得开”等讨论声，让鸿
星尔克的热度迅速上升。

当晚，200 万网民冲进鸿星
尔克官方淘宝直播间，23 日又有
882 万人来观看，24 日达 1978
万，店铺粉丝数直接涨至千万。

飞瓜数据显示，鸿星尔克的
四个抖音号也涨粉迅速： 从 21
日到 24 日，分别涨粉 958 万、428
万、189 万、103 万。 其中，原粉丝
数最大（仅 30.3 万）、涨粉最快的
抖音号“鸿星尔克品牌官方旗
舰”开播 53 小时销售额过亿。 因
前来下单的网友过多，许多商品
提前售完，不得已下架。

此外，网友还自发给“鸿星
尔克官方微博”充值了起来。 22
日下午， 它被充成十年会员，23
日已经是百年会员，到期时间是
2140 年。

实际上，因为在救灾中进行
大额捐赠引起海量关注推动企
业发展的，鸿星尔克并不孤例。

2008 年，加多宝集团副总经
理阳爱星代表公司向汶川地震
灾区捐款 1 亿元，“要捐就捐一
个‘义’,要喝就喝王老吉”“王老
吉捐一个亿，我们就让他赚十个
亿”， 备受感动的网友自发做起
了宣传， 王老吉销量高歌猛进，
销售额在 2008 年首次突破 100
亿， 数年后又突破 200 亿元大
关。 这起“捐款一个亿”案例在后
来也反复被讨论。

捐赠对企业发展带来的正
面效应无疑十分值得研究。

被质疑与多方回应

在被追捧、赞誉的同时，7 月

24 日开始，网络上出现对鸿星尔
克此次捐赠提出质疑和讨论的
声音。

7 月 24 日晚上 8 时，有自媒
体发布文章《捐了 20 万瓶冰露
矿泉水的鸿星尔克， 怎么捐出
5000 万物资？ 》，表示公众号“壹
基金”披露了鸿星尔克与壹基金
合作的首批捐赠， 其中只提到 5
万支已送达郑州的瓶装水和 15
万支未配送的瓶装水，总价值差
不多 20 万元。 而通过壹基金和
郑州慈善总会的公开信息，再无
法查到鸿星尔克的捐赠情况。

7 月 25 日上午 9 时，该自媒
体再次发文《鸿星尔克说抗疫捐
的 1000 万， 消失在壹基金的审
计报告上》， 表示鸿星尔克去年
声明通过壹基金捐赠价值 1000
万元的物资，但在抗击新冠疫情
专项审计报告的大额捐赠前十
名（第十名为 201 万元物资捐
赠） 部分却查不到相关情况，对
此存疑。

面对质疑，7 月 25 日 3 时，
鸿星尔克官方微博进行了回应，
表示鸿星尔克通过郑州慈善总
会捐赠的 3000 万元物资、 壹基
金 2000 万元物资正在紧锣密鼓
地运输及发放中！ 同时还表示，
将把直播间的打赏全部捐给更
有需要的地方。

7 月 25 日 11 时许， 壹基金
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鸿星
尔克关于鸿星尔克捐赠 2000 万
元物资的说明：7 月 21 日， 鸿星
尔克与壹基金签订捐赠框架协
议，约定：拟于 7 月 20 日起向壹
基金捐赠现金和物资，其总价值
不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包括
200 万元现金捐赠和 1800 万元

物资捐赠。 签约主体是鸿荣（漳
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 万元
已拨付，将于未来数日内到账。

《公益时报》记者就自媒体
关于鸿星尔克捐赠的相关质疑，
联系了壹基金。 壹基金品牌部张
姓负责人表示，一切以壹基金的
官方公示为准，壹基金一定做到
公开透明，如有消息将第一时间
告知。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公开
渠道查询， 目前关于鸿星尔克
2020 年声明通过壹基金捐赠价
值 1000 万元的物资的具体情况
尚无详细信息披露。

郑州慈善总会方面，在接受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郑州慈
善总会捐赠三部王部长表示，7
月 21 日， 鸿星尔克与郑州慈善
总会签署捐赠框架协议，约定捐
赠 100 万元现金和 2900 万元物
资。 签约主体是厦门展乐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上述 100 万元善款
已到账。 其他相关物资将根据郑
州慈善总会的安排，进行分批次
捐赠。 郑州慈善总会将对实际接
收物资的数量和时间进行公示。

7 月 25 日 15：32， 郑州慈
善总会也通过微博进行了情况
说明。

《公益时报》记者注意到，鸿
星尔克与两家慈善组织签署捐
赠协议的主体不同，且非鸿星尔
克（厦门）实业有限公司，但它们
确实为鸿星尔克（厦门）实业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 其中，厦门展
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由鸿星尔
克（厦门） 实业有限公司控股
90%，鸿荣（漳州）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又由厦门展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控股 99%。

下一步，鸿星尔克的 5000 万
元捐赠具体将如何全部落实，
《公益时报》将持续跟进。

7 月 23 日， 康宝莱中国保
健品有限公司宣布，向青海省西
宁市湟中区共和镇卫生院捐赠
价值逾 15 万元的“移动医院服
务包”， 以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乡村医生在线培训项目学习卡。
除此之外，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
县杨梅乡卫生院和内蒙古科尔
沁左后翼后旗第二人民医院，都
将陆续捐赠到位。 旨在依托全
面、先进的医疗检测设备，以及

在线培训，切实帮助当地村民解
决基础诊疗需求，助力乡村公共
卫生事业振兴。

“移动医院服务包对于山区
而言，利用率很高，”共和镇卫生
院副院长张玉德介绍说：“乡镇卫
生院每年都会到村里义诊， 对于
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的家庭，还要
去到家里义诊， 移动医院服务包
为此可以提供极大的便利。 ”

据介绍，共和镇隶属青海省

西宁市湟中区，面积 264.39 平方
千米，海拔 3200米左右，下辖 30
个村委会。 其镇卫生院的医务人
员仅 9人， 由于医疗设备陈旧，医
疗水平有限， 也不具备诊疗重症
的基础设施和医护能力， 难以满
足当地村民的就医需求；同时，受
制于地理位置、 交通、 经济等因
素，村民前往省、市、区级医疗条
件更佳的医院就医也存在较大阻
碍。 因此，当地村民长期面临“就
诊难”“慢病不管理”等问题。

针对这一需求，在西宁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推进下，康宝莱
捐赠的“移动医院服务包”成功
落地共和镇卫生院。 该服务包涵
盖了血糖仪、血压计、尿液分析
仪、血氧仪、血脂分析仪、血红蛋
白分析仪、 尿酸胆固醇分析仪、
12 导联心电、体温计、体脂体重
秤、掌上超声、24小时动态心电、
电刺激治疗仪等终端设备以及

二代身份证阅读机具，能够有效
应对多种常见疾病的初步诊疗
需求，并为后续寻医过程提供指
导。 服务包可支持居民建档、体
征指标检测、慢病随访、医疗数
据快速对接等常见的医疗场景
和需求，也可用于防疫背景下大
规模体检数据的录入及上传；在
患者突发急症及自然灾害等各
种紧急状态下，也便于村医向行
动不便的老弱病残人员提供上
门检查等特殊医疗服务。

康宝莱中国区对外事务副
总裁董瑞萍表示：“乡村振兴，健
康先行。 这也是康宝莱‘营养零
饥饿———乡村医生’公益项目的
初衷所在。 通过向青海、贵州和
内蒙古的乡村地区捐赠‘移动医
院服务包’， 希望能够切实改善
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医疗设施
和卫生服务能力，为当地村民提
供优质医疗资源，助力‘健康中

国’与‘乡村振兴’的无缝衔接。”
据了解，2020 年，在康宝莱

“营养零饥饿” 全球计划的框架
之下，康宝莱中国与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合作推出“营养零饥
饿———乡村医生”项目，以健康
扶贫作为切入点，结合双方专业
所长， 提升乡村医生业务能力，
改善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目前康
宝莱乡村医生项目捐赠善款已
超过 646 万元， 主要用于面向
1500 名乡村医生开展线上职业
培训，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地
区援建超过 22 所乡村卫生站，
以及面向 3 个地区捐赠“移动医
院服务包”。未来，康宝莱将持续
推进“营养零饥饿———乡村医
生”系列项目，助力推动乡村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为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实现“健康中国”战
略的各项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俊如）

康宝莱捐赠“移动医院服务包”，助力青海乡村公共卫生振兴

� � 7月21 日， 鸿星尔克
通过官方微博发

布向河南灾区捐赠 5000 万元的
消息。 一天后，“鸿星尔克的微博
评论好心酸”冲上热搜第一，鸿星
尔克因捐赠成为舆论焦点， 多平
台累计涨粉千万、销售额过亿。

与此同时，质疑声也开始出
现。 7 月 24 日、25 日，有自媒体
先后发布文章 《捐了 20 万瓶冰
露矿泉水的鸿星尔克，怎么捐出
5000 万物资？ 》《鸿星尔克说抗
疫捐的 1000 万， 消失在壹基金
的审计报告上》， 对鸿星尔克的
捐赠是否落实提出质疑。

那么，鸿星尔克的捐赠究竟
是如何实施的呢？《公益时报》记
者联系郑州慈善总会、壹基金等
多方进行了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