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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水灾牵动人心，各地爱心人士纷纷通过慈善组织伸
出援手。其中，河南省慈善总会的表现尤为凸显。据官

网公示，截至 8 月 2 日下午 4 点，河南省慈善总会累计接收救
灾捐赠款物 41.9 亿元，其中资金 40.13 亿元，物资 1.77 亿元。 已
支出资金 30.31 亿元，物资 1.77 亿元。

河南省慈善总会收到的河南水灾捐赠款物主要来自哪里？
具体是如何使用的？ 《公益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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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捐赠超 40亿，支出超 30亿

直面水灾的河南省慈善总会

千万以上大额捐赠表现突出

记者发现，这些捐赠款物主
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企业及个人
的大额捐赠；二是基金会、其他
慈善会等社会组织；三是互联网
公开募捐。

河南省慈善总会官网的收
支明细系统显示，7 月 21 日至 8
月 2 日，已接收来自企业的资金
捐赠超过 25 亿元，来自基金会、
其他慈善会等社会组织的捐赠
超过 9 亿元。 其中，大额捐赠（超
过 1000 万元）表现尤为突出。

1000 万元以上的捐赠共 134
笔， 总额超过 27亿元。 其中超过
18亿元是企业捐赠，7亿元来自基
金会，4000万元来自其他慈善会。

从时间上看，这些大额捐赠集
中发生在水灾发生的最初几天。仅
7 月 21 日至 23 日的大额捐赠就
达到 94笔，共 20.2亿元，超过总筹
款（截至 8月 2日）的一半。

最高捐赠为 1 亿元，捐赠方
包括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
家公司，河仁慈善基金会、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 2 家基金会。

其中，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在 7 月 21 日完成转账，其他
4 家也在 7 月 22 日、23 日完成。
在捐赠热情和响应速度上，企业
起到表率作用。

记者还注意到，来自与阿里
巴巴集团有关的大额捐赠共三
笔，分别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捐赠 1 亿元，浙江马云公益基金
会捐赠 5000 万元，浙江支付宝公
益基金会捐赠 4000 万元。

在互联网公开募捐方面，记者
通过河南省慈善总会宣传部部长
朱雷华了解到， 其通过腾讯公益、
支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轻松公
益、淘宝公益、公益宝等互联网公
开募捐平台， 发起和认领 23个针
对河南洪灾和灾后重建类项目，累
计网络募捐资金超过 3亿元。

物资方面，河南省慈善总会
已收到包括生活用品、 食品、消

毒用品、药品、发电机、环卫车
等，价值 1.77 亿元，多数由企业
捐赠。 其中一批来自辽宁方大集
团、价值 8092.4 万元的药品尤为
瞩目，发向二七区、开封市、周口
市、平顶山等市，可用于治疗肠
胃炎、抗菌等。

已使用资金超 30 亿元

河南省慈善总会接收河南
水灾的捐赠款物远超往年。 其
2020 年审计报告显示，去年接收
的捐赠款物为 9.27 亿元，其中现
金收入为 5.73 亿元。

暴雨引发各地停水、 断电、
断网，严重影响交通路况、手机
号，对捐赠资金和物资的对接造
成重大影响。 此前，河南慈善总
会的原办公地点福彩大厦还遭
遇停水、断电、断网，改在紫荆山
宾馆临时办公。 据朱雷华介绍，
该会现有 32 名工作人员和十多
名志愿者。 在这短短的 13 天里
（7 月 21 日至 8 月 2 日），大量资
金和物资的调拨是如何决策和
落实的？ 其中的考量是什么？

据河南省慈善总会官网公
示，截至 7 月 31 日，河南省慈善
总会先后拨付 6.28 亿元、11.7 亿
元、5.13 亿元、3.7 亿元、4646 万
元 、16819.66 万元 、8000 万元 、
5517 万元等八批资金共 30.31 亿
元；报备物资 55项，共 1.77亿元。

公示注明，“省慈善总会‘防
汛抗洪 驰援河南’慈善项目接
收的所有捐赠款物均依据《慈善
法》的相关规定要求，根据捐赠
人意愿和慈善捐赠资金拨付审
批程序，按照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批准的拨付方案，及时拨付河南
省各地市慈善会，由当地慈善会
报当地指挥部，由指挥部根据当
地灾情进行统筹救助”。

记者注意到，此前河南省慈
善总会会长邓永俭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表示，河南省慈善总会
只负责募集物资和款项，至于怎
么拨付款项，需要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给出的具体文件。“从 21 日
下午，我们一直在催指挥部出文
件，拿出拨付意见。 ”

负责与河南省慈善总会对

接、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张
瑞丽向记者证实， 除定向捐赠由
慈善总会向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
外， 非定向捐赠全部由指挥部根
据各地灾情情况，提出分配方案。

经记者核查，公示提到的拨
付资金在多地慈善会可查。 非定
向捐赠方面，仅注明“郑州市”的
全部五笔资金 （22911 万元 、
39005 万元、11380 万元、7642 万
元、1140.16 万元），每一笔均可在
郑州慈善总会的收入里查到，多
为一次性到账（仅 22911 万元分
三批到账）。 仅注明“开封市”“洛
阳市”“安阳市”等的资金，也能
通过对应的慈善总会查到，全部
为一次性划拨到账。

定向捐赠方面，河南省慈善
总会已完成 6 次定向资金公示，
总金额 4.58 亿元，指定接收方包
括医院、 市级及以下慈善会、老
年机构等。

目前，仍有部分市级慈善总会
未及时公开善款收入情况，或没有
公开明细情况。 经记者不完全统
计， 河南省慈善总会拨付的 30.31
亿元资金里，至少有 20.6亿元直接
进入各市慈善总会的账户。

其中，获得拨付资金最多的
是郑州慈善总会， 达 22 笔，共
8.79 亿元；其次是周口市慈善总
会，超过 4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郑州慈善总会截至 8 月 2 日的
总筹款为 12.5 亿元，说明来自河
南省慈善总会的资金拨付构成
其主要捐赠收入。

资金进入市慈善总会后，还
会继续下拨。

据郑州慈善总会官网公示，
郑州慈善总会已拨付 3.96 亿元、
3.42 亿元、1.6 亿元、8600 万元、
9000万元等多批资金，注明“根据
郑州市各开发区、 各区受灾程度
和捐赠者意愿”“按照市政府统一
安排”等。 其中，“防汛救灾”慈善
捐款使用情况公告（第 8 号———
还注明有“分配郑州市受灾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

通过郑州市二七区慈善总会
的善款明细， 记者查到 8 笔来自
郑州慈善总会的资金， 转账日期
和金额均与郑州慈善总会官网公
示相符，且备注为“转捐拨款”。 其

中，4 笔（1500 万元、4117 万元、
153 万元、1955 万元） 与仅注明

“二七区”的拨付完全相符，另外 4
笔（20万元、15万元、25万元、20
万元）与相关定向捐赠相符。

记者注意到，部分捐赠资金
已投向防汛救灾。 一笔定向二七
区樱桃沟管委会的 20 万元收入
在接收当天（7 月 29 日）支出，备
注为“二七区樱桃沟景区管委会
用于恢复重建和灾后防疫”，捐
赠名称为“防汛救灾定向捐赠资
金拨付”。

在这份名称为“二七区慈善
总会防汛救灾捐赠支出情况”的
表格中，共有 25 笔注明为“防汛
救灾定向捐赠资金拨付” 的支
出，显示由各街道办事处、镇/乡
政府、城市管理局等单位“用于
恢复重建和灾后防疫”， 总金额
达 1732 万元。

同样，郑州市金水区慈善总
会的收入里，有 4 笔来自郑州慈
善总会的拨付资金（1500 万元、
133 万元、2736 万元、131 万元），
与公示里仅注明“金水区”的全
部 4 笔资金完全相符。 而且，郑
州市金水区慈善总会已拨付两
批资金共 2040 万元，接收单位为
当地 17 个街道办事处。

记者注意到，公示里同样提
到“防汛救灾捐赠资金”， 表示

“将按照区防汛救灾领导小组的
分配方案和捐赠者的意愿全部
用在金水区的防汛救灾和灾后
重建相关工作”。

郑州市以外，据“平顶山市
慈善总会” 公众号公示， 截至 7
月 31 日， 平顶山市慈善总会已
接收来自河南省慈善总会的资
金共 5 笔，计 7109 万元，同时向
市内慈善会、民政局、城市管理
局等单位拨款，已拨付共 20 笔，
计 6420.8 万元。

开封市慈善总会也有一笔
1915 万元的捐赠资金， 分配给

“开封市抗旱抗旱指挥部”，备注
为“统一分配（用于防汛物资、专
用设备购置及受损房屋修缮）”。

记者通过河南省慈善总会
宣传部部长朱雷华了解到，拨付
给各地市慈善总会的资金属于
防汛救灾专项捐赠资金，非定向

资金由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制定
分配方案，定向资金根据捐赠人
的意愿，并向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报备后使用。 河南省慈善总会与
各地慈善会签署防汛救灾捐赠
资金使用协议，规定将资金用在
辖区内受灾人员的紧急转移安
置、基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和
灾后重建等方面。

据 8 月 1 日河南省慈善总会
官网报道， 河南省政协原秘书
长、河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王树
山在介绍募捐工作时，也提到签
署协议。“加强捐赠款物管理，先
后三次发出通知，与合作公益组
织签订《救灾捐赠款物使用协
议》， 要求各地慈善会及时向当
地党委、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
报告……确保全部用于当地抗
洪救灾工作。 ”

目前，河南省慈善总会募集
的救灾资金经 8 次划拨后，剩余
9.8177 亿元。 从 7 月 27 日至 31
日的四次拨付来看，扣除定向资
金后， 大额拨付均未超过 1 亿
元，而此前最高超过 6 亿元。

1.77 亿元物资如何送达

物资管理比资金管理更难。
去年武汉发生疫情，由于相关社
会组织工作人员缺乏专业能力
和经验，加上人手不足等，大量
物资囤积在仓库，没能在第一时
间送达。 河南省慈善总会的现有
团队能否胜任近 2 亿元捐赠物
资的管理工作？

目前，河南省慈善总会已进
行七次物资发放公示，第一批包
括药品、矿泉水、食品、发电机、
消杀用品等，共 19 项，价值 1.07
亿元；第二批包括蔬菜、米面油、
消毒剂、药品等，共 11 项，价值
2485.83 万元； 第三批包括抗菌
液、消毒液、微生物质谱检测仪
等，共 3 项，价值 910.52 万元。 后
续四批物资主要是食品、 毛巾、
被子、消毒液、消毒机等，还有 4
台环卫车，共 22 项，价值 3643.33
万元。 上述物资的接收方基本注
明了接收方， 包括具体医院、慈
善会、政府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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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兴帆

捐款 1 亿元的六家捐赠方（截图自河南省慈善总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