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辛选集团捐赠 500万元驰援灾区
9 月 6 日，辛选集团创始人

辛有志决定捐赠 500 万元现金
驰援地震灾区， 用于当地抗震
救灾应急物资采购及灾后重建
工作。

在得知四川泸定地震灾情
后， 辛有志第一时间组织辛选
集团“辛满益满”公益团队启动

集团救灾应急预案。 据辛选集
团官方微博消息，9 月 6 日，辛
选集团向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
捐赠 500 万元现金， 用于四川
地震灾区的抗震救灾应急物资
采购及灾后重建工作， 助力灾
区群众尽快脱离危险， 恢复正
常的生活。

辛选方面称，“生命至上，
辛选希望和大家一起共筑抗震
救灾‘钢铁壁垒’，让受灾群众
尽快战胜困难， 早日重建美好
家园。 ”

据报道， 辛选集团是一家
新零售新业态龙头企业， 目前
员工已超 4000 人。 结合自身供

应链优势， 辛选常年参与各地
灾害救助等公益活动， 第一时
间捐款捐物， 助力灾区灾后重
建工作。 2021 年，辛选集团先后
为云南、河南、山西、黑龙江等
地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超过 4000
万元。2022 年，辛选集团先后向
广西百色、吉林、福建泉州、广

州市白云区、广东英德、西藏等
地捐款捐物累计近 2000 万元。

截至目前，辛选集团在公
益慈善方面已累计捐款捐物
超 2 亿元，直播助农带货销售
额达 7.5 亿元， 并帮助多所学
校学生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

（张明敏 ）

腾讯基金会 500万元
驰援四川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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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 北京字节跳动公
益基金会启动应急救灾专项，联
合壹基金、爱小丫基金向四川地
震灾区捐赠 1800 份应急物资，其
中包含 300 个家庭箱（毛毯、毛
巾、牙刷和手电筒等）以及 1500
个应急包（女性应急用品）。

目前，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已

上线多个援助泸定的公益项目，
联合爱德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
基金会、 重庆市慈善总会等，为
地震灾区筹款。 此外，字节跳动
旗下产品抖音、今日头条已上线

“抗震帮忙求助通道”，为地震灾
区提供紧急寻人服务，累计收到
上百条有效线索。 （皮磊）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向地震灾区捐赠应急物资

9 月 8 日， 北京星巴克公益
基金会宣布，向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捐款 200 万元人民币， 用于
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 6.8 级地震
的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采用

“以工代赈”的方式，鼓励受灾群
众参与灾后重建。

泸定地震灾情牵动着星巴
克中国六万多名伙伴的心。 北京

星巴克公益基金会迅速响应，携
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以“以工
代赈”的方式，鼓励当地群众开
展自救互助、清理家园，恢复生
产活动。 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赈灾
解决方案，“以工代赈”可以直接
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有利于快
速推动灾区生产力的恢复和经
济发展。 （张雪弢）

星巴克基金会捐款 200 万元
资助“以工代赈”抗震救灾

9月 5日 12时 52分，四川省
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立即协调四川省成都崇州地
区社会组织、 救援队伍和志愿
者，紧急采购救灾物资，连夜装
运，送往灾区。 第一批救灾物资
于9 月 6 日 13 时运抵泸定县；第
二批救灾物资于 9 月 6 日上午从

成都、重庆起运，当日抵达地震灾
区。救灾物资有帐篷 250顶、行军
床 300 张、防潮垫 100 张、应急灯
600 盏、棉被 600 床、棉大衣 300
件、方便面 580箱。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将继续密切关注灾区需
求，持续开展驰援，在相关部门的
指导下， 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救
援中的应有作用。 （徐辉）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迅速驰援地震灾区

震后，名创优品第一时间开
启赈灾驰援响应行动，与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联系，拨调 5000 箱名
创冰泉水物资，紧急驰援四川泸
定、石棉地震灾区，支持一线救
灾工作。 据了解，5000 箱名创冰

泉共计 120000 支冰泉水。首批物
资已于 9 月 6 日上午从广州发往
灾区，由专车日夜兼程护送物资
至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十字会指
定接收点。

（张明敏）

名创冰泉水
紧急驰援地震灾区

9 月 5 日， 四川甘孜泸定
县发生 6.8 级地震，泸定县和
雅安市石棉县受灾严重。 地震
灾情牵动人心，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 500 万
元现金捐赠， 联合壹基金、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等合作伙伴开展“温暖家园
紧急救援行动”， 地震当晚已
紧急向震区发出帐篷、赈济家
庭箱等救灾物资，并于 6 日凌
晨 1:30 起陆续送达。

四川已第一时间组织力
量转移安置群众， 并迅速开
展人员搜救安置 。 腾讯基金

会将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关于
灾后重建的整体安排， 持续
做好相关支持。 同时，腾讯公
益平台也于 9 月 5 日第一时
间 上 线支 援 灾 区的 筹 款 项
目， 为网友建立向灾区奉献
爱心的渠道。

（张明敏 ）

九牧厨卫向泸定地震灾区
捐赠价值 200万元物资

灾情就是命令，救灾成为使
命。民族卫浴品牌九牧厨卫积极
响应中华慈善总会“紧急驰援四
川泸定抗震救灾”的倡议，第一
时间捐赠价值 200 万元的慈善
物资，充分彰显了九牧厨卫作为
一家爱心企业的责任担当。

据了解， 九牧厨卫捐赠的
爱心物资将用于帮助泸定县等

地震灾区抗震救灾与家园重建
工作，重点援助灾区医院、学校
和党建馆等公共服务及基础设
施， 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

“九牧从福建走向世界，离
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支持。 ”九牧
集团党委书记林孝发表示，“在
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 九牧

理应第一时间挺身而出贡献自
己的力量。 ”

接下来， 九牧厨卫还将密
切关注四川地震灾区的救援进
展与灾后重建工作， 持续发挥
民族品牌企业的示范带动作
用， 使更多的社会力量持续投
入地震灾区， 与灾区人民共渡
难关。 （李庆）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 月 5日 12时 52分，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 截至 9 月 12日 14 时，地震已经造成 93 人遇难，其中
甘孜州遇难 55人、雅安市遇难 38人；另有 25人失联，其中泸定县 9人、石棉县 16人。地震发生后，社会爱心人士、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力量

纷纷伸出援手，支援紧急救援及灾后重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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