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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大额捐赠一览：

企业及个人捐赠超 10 亿元
教育、抗疫是主要去向

助力生态系统保护
2022“福特汽车环保奖”
生态之旅启动

捐赠金额达到亿元及以上
的有三笔，包括两笔亿元捐赠和
一笔股票捐赠，总额达 5.127 亿
元，均投向教育和医疗领域。

其中，8 月 23 日，厦门源昌
集团与南安市人民政府签订“学
校工程建设捐建框架协议”，捐
赠 2.507 亿元，用于七个学校工
程项目建设，支持南安教育事业
发展。 据《海丝商报》统计，源昌
集团多年来在厦门和南安捐赠
教育事业超 70 亿元， 兴建教学
楼超 100 栋。

8 月 24 日， 九巨龙房地产
开发集团通过济宁市慈善总会
捐赠 1 亿元设立专项基金，每年

列支 1500 万元定向助学， 专项
用于资助泗水九巨龙慈善学校、
曲阜九巨龙学校、肥城市京欣学
校困难家庭学生，三所学校毕业
学生继续读高中、技校和大学的
学费及生活费资助，以及学校建
设与运营管理费用。 据悉，这是
济宁市慈善总会创建以来认捐
规模最大、列支资金最高的一笔
捐赠。

8 月 7 日，比亚迪发布公告
称，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比
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李柯向比
亚迪慈善基金会捐赠其持有的
比亚迪公司 50 万股 A 股股票
(截至当日收盘每股报价 324.49

元， 捐赠股份折合市值 1.62 亿
元 )，用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开
展关爱血液疾病相关公益项
目， 具体应用于血液疾病的预
防、诊治和血液科学术研究、人
才引进（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
的培养等。

捐赠金额在 5000 万元至 1
亿元(不含)的共三笔（含物资捐
赠），总额达 15000 万元，三笔捐
赠均投向抗疫领域，支持新疆等
地疫情防控。

其中，8 月 25 日，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向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捐赠价值 5000 万
元的防疫物资， 包括核酸检测
试剂、核酸提取试剂、病毒采样
管、医用防护 N95 口罩、医用防
护服等；8 月 25 日，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向新疆红十字会捐
赠 5000 万元疫情防控专项资
金；8 月 30 日，国家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政府捐赠 5000 万元防疫资

金， 帮助解决疫情防控急缺设
备物资。

此外， 捐赠金额在 1000 万
元至 5000 万元之间 (不含)的共
23 笔，总额达 40846 万元，大部
分投向教育和抗疫领域。

综上所述 ，8 月共出现 29
笔 1000 万元及以上大额捐赠，
总额约 107116 万元。 用途方面，
经统计，教育领域的捐赠资金超
过 5.5 亿元， 占比超过 51%；抗
疫领域超过 2.2 亿元，占比超过
20%；剩余捐赠投向医疗及乡村
振兴等领域。

分析显示，随着广东扶贫济
困日活动和各大高校校庆的落
幕，8 月投向教育和乡村振兴领
域的捐赠有所下降，但教育领域
依旧是主要的捐赠方向，捐赠笔
数及金额均占了较大比例。 此
外，随着疫情形势变化，抗疫领
域的大额捐赠再次表现出集中
态势， 尤其有三笔 5000 万元捐
赠投向疫情发生地，且捐赠方均
为央企。

9 月 14 日，福特中国正式开
启 2022“福特汽车环保奖”生态
之旅，前往 2021 年“福特汽车环
保奖-生态旅游路线奖” 年度优
胜奖获奖项目———“黄山九龙峰
生态体验项目”所在地，探访“华
东地区物种基因库”， 了解当地
的生态系统保护工作。 据介绍，
“黄山九龙峰生态体验项目”位
于安徽省黄山九龙峰社会公益
保护地，由黄山市黄山区绿满江
淮自然保护中心打造并运营，是
华东地区第一个社会公益型保
护地。

记者获悉，生态旅游是以保
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维持
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通过组织参观者有目的地前往
保护地区了解自然环境和历史
文化，不会破坏自然，使当地从
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福特汽车环保奖”在 2021
年新设“生态旅游路线奖”，为从
事生态旅游相关的生态保护、社
区发展共赢的环保项目提供帮
助和支持。 去年，该奖项共评选
出五个优秀生态旅游项目，自开
展以来共吸引三万多名游客，累
计为社区带来超过 300 万元收
入，带动项目所在地近千人参与
到生态旅游服务中。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表示，

“通过持续设立‘福特汽车环保
奖-生态旅游路线奖’，开展生态
之旅，将这种创新、环保的生活
方式进一步向大众普及，并把生
态环保意识注入到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势在必行。 ”

黄山九龙峰生态体验项目
通过日常对环境的可持续保护，
积极推动保护地周边社区和企
业的参与，并创新探索一个由政
府监督、社会组织管理、企业参
与社区帮扶的保护地管理新模
式，将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设计
成吸引公众参与的自然教育课
程和生态体验路线，并聘用周边
社区村民担任导赏员、 管理员、
巡护员，提高当地社区的经济发
展和居民收入水平。

据介绍，福特中国于 2000 年
启动“福特汽车环保奖”，支持中
国民间环保力量发展。 22 年来，
该奖项已累计资助 488 个优秀环
保团体及个人， 发放奖金人民币
3060 万元。 未来，福特汽车希望
通过“福特汽车环保奖-生态旅游
路线奖”和生态之旅，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起到
引领作用，贡献企业的一臂之力。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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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 杭州申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捐赠 206 套核酸采集数
字服务站捐赠交接仪式在北京
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
安市三地连线举行。 据悉，这批
核酸采集数字化服务站将被专
项用于四川地震灾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推进震后救援和重
建工作。

四川泸定地震发生后，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立即启动地
震应急响应， 派出人道救援网
络伙伴及工作组赴现场开展抗

震救灾工作，调运食品、保暖物
资、防疫物资等到震区。 为助力
地震灾区防疫和抗震救灾，杭
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手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甘孜
州、 雅安市捐赠 206 套核酸采
集数字服务站。

该批核酸采集数字服务
站采用全封闭式的双工位可
移动设计，部署便捷且医务工
作人员无需穿戴防护用具，其
通过配置新风系统形成正压
空间，能够有效防止室外病毒
侵入， 构建安全的工作环境。

核酸采样数字服务站可广泛
应用于社区、高速口、车站、医
院等场所，为工作人员及市民
打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核酸
采样环境，全面助力地域性全
员核酸检测，切实提升基层疫
情应急处理能力。

雅安市副市长于冀川表
示， 此次捐赠将为雅安市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极大的帮助，核
酸采集数字服务站的配置将有
效助力雅安市构建“15 分钟核
酸采样圈”。 此次服务站将涵盖
医疗机构、 诊所以及人流量大
的景区、公园、交通卡口等，为
市民提供便捷核酸采样服务。
于冀川表示， 雅安市政府将全
力做好项目支持工作， 联合各
个部门持续监督所有服务站的
使用和维护情况。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郑文凯表示， 杭州申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伸出援助之手，
为防疫、救灾贡献力量，以实际
行动展现了企业的责任担当。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黎勇跃表示， 希望在各界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灾区能够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重建美好
家园， 申昊科技也将持续为公
共卫生安全保驾护航。

（李庆）

四川地震灾区获捐 206套
核酸采集数字服务站
助力灾后疫情防控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8 月共有 29 笔来自企业及
个人的千万元及以上大额捐赠， 总额约 107116

万元。 与 7 月相比，8 月的捐赠笔数和总额大幅减少。 在用
途方面，教育领域仍是主要去向，投向抗疫领域的捐赠有
所回升。

2022 年 8 月，源昌集团捐赠 2.507 亿元用于支持南安教育事业发展

■ 本报记者 吴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