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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阿里巴巴方面获悉，1
月 7日下午， 阿里巴巴宣布捐赠
1.25亿元，用于为全国 60多万个
村卫生室每家配备两台血氧仪，
基本可实现农村地区全覆盖。

根据相关调研，一些农村基
层卫生室指夹式脉搏血氧仪依
然缺乏，这也成为目前疫情防控
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 1 月 4 日发布的《关
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
和“关口前移” 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要积极组织为 65 岁以
上有新冠病毒感染重症风险且
行动不便的重点人群发放指氧
仪，指导居家自测血氧饱和度”。

为此，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时
间积极响应， 在农业农村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的指导下，通过阿里巴巴公益基
金会捐赠 1.25 亿元采购紧缺医
疗物资， 为全国 60 多万个村卫
生室每家配备两台血氧仪，基本

覆盖全国农村。
据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以下简称“专班”）统一安排下，
第一批血氧仪已发出。专班将梳
理各省村卫生室需求量、组织企
业生产备货、 统一进行调配，然
后再由县一级政府协调发放到
各村卫生室， 确保紧缺物资在
2-3 周内送到最有需要的农村
老年人身边。第二批血氧仪近日
将向山西、内蒙古、吉林、四川、
海南、云南等 11 个省份发出，阿
里巴巴旗下菜鸟将为物资配送
提供物流支持。

记者了解到，阿里巴巴围绕
乡村疫情防控救治已有序展开
一系列行动。 2022 年 12 月 21
日， 阿里健康联合全国媒体伙
伴发起“安心行动”，推出发热
问诊、关爱专科、慢病守护、用药
咨询、 码上放心等五项安心举
措，共同支持抗疫；12 月 31 日，

阿里巴巴发起“助力乡村疫情防
控”专项行动，阿里健康和阿里
公益在淘宝平台为全国农村地
区和返乡人群提供 7×24 小时
在线的免费问诊服务， 用户在

“淘宝” 手机 APP 搜索“问医
生”，点击“新冠义诊”，就可直达
服务页面。

同时，高德地图联合阿里巴
巴公益，上线“药物公益互助”平
台。 用户打开高德地图 APP，首
页搜索“药物互助”，即可看到其
他用户发布的药物求助和帮助
信息。

此外，2023 年 1 月 5 日，中
国医院协会与阿里巴巴共同发
起“乡村抗疫能力提升”公益行
动，组织百家医院互联，支持欠
发达县域重症会诊，为返乡群体
和农村居民制作科学防疫指南，
为基层医生搭建提升新冠病毒
感染处置能力的“公益课堂”，帮
助欠发达县域和农村地区提升

抗疫救治能力。
1 月 6 日，阿里公益“人人 3

小时” 平台联合中央国家机关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
光华科技基金会、 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等 29 家公益伙伴， 发起

“人人都是健康宣传员”公益倡议
行动， 倡导返乡人员回到家乡后
成为“乡村健康义务宣讲员”，为
身边的老人进行防疫知识科普，
引导广大农村群众主动学习健康

知识， 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小
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
共同过一个健康平安的中国年。

面对当前疫情防控新形势，
阿里巴巴方面表示，将持续响应
国家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号召，与
社会各界形成抗疫合力，并结合
前期抗疫工作经验、平台产品和
服务能力，尽一切所能推出有效
举措和行动，和各方一起推动农
村地区有序防疫、平稳渡峰。

阿里巴巴捐赠 1.25亿元
为全国 60多万个村卫生室配备血氧仪

近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联合苏州汇思集团和霖珑云科
发起“汇思霖珑新业态从业者
关爱行动”， 向北京的快递、外
卖人员等新业态从业者发放
2000 只“防疫关爱包”，在新年
来临之际为他们送去社会的关
爱， 帮助重点人群做好健康安
全防护， 助力北京疫情防控及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
霖珑云科联合创始人兼 CEO
韩志勇、 霖珑云科北京副总经
理梅雪、 市场总监舒慧等参加
发放活动。

此次活动联合北京市东城
区、 西城区及朝阳区的部分街
道办事处、 新业态从业单位等
共同开展，在建国门、北新桥、
东湖等街道区域向快递、 外卖
人员进行发放。“防疫关爱包”
内配备了医用防护口罩、 酒精
消毒液、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
布洛芬药品等防疫物资， 满足
新业态从业者日常工作中的健
康防护实际需求。

贝晓超表示，随着疫情防控
措施调整优化，北京持续推进复
工复产，外卖、快递行业工作量
激增，新业态行业从业者克服疫
情挑战助力城市保供。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恪守“守护生命与健

康，红十字救
在身边”的使
命，此次向快
递、外卖人员
等发放防疫
关爱包，希望
在疫情防控
关键时刻为
他们提供一
份健康安全
保障，帮助他
们解决后顾
之忧，助力北京复工复产。

韩志勇表示， 此次活动是
霖珑云科助力灵活就业者权益
保障的发力点， 也是践行社会
责任的新起点。接下来，将与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继续携手，不
断为劳动者们带来更多保障与
支持， 助力城市从疫情中早日
复苏。

活动中， 快递小哥们对在
寒冷的冬季收到“防疫关爱包”
这份温暖的新年礼物感到非常
惊喜， 纷纷表示：“近期送单量
激增，我们在外工作时间长、风
险高， 防疫关爱包来得非常及

时， 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了有力
保障， 我们也更加有信心安全
地为大家提供服务！ ”

据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汇思霖珑新业态从业者关爱
行动”由苏州汇思集团和霖珑
云科捐资设立，致力于为快递
员、外卖员、网约车驾驶员、网
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者提供
医疗救助， 开展人道关怀，推
动构建新业态从业者多方保
障机制的持续健康发展。 该行
动还将持续开展相关公益活
动，持续为新业态从业者提供
保障。 （皮磊）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汇思霖珑新业态从
业者关爱行动”发放防疫关爱包

春节临近， 全国各地迎来
返乡潮， 而农村是医疗资源相
对薄弱的区域， 疫情防控压力
较大。

1月 3日， 北京字节跳动公
益基金会联合抖音乡村计划宣
布，将重点针对贵州省和内蒙古
自治区 3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和江西省五个欠发达县，捐赠
及发放约两万份“防疫物资包”，
助力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防疫物资包”主要包括对
乙酰氨基酚、维生素 C 泡腾片、
N95 及 N96 口罩、消毒液等，捐
赠总额约 400 万元。 合作公益
机构为中华慈善总会。

此次捐赠对象主要面向农

村地区的“一老一小”群体，将
覆盖约两万名受益人及其家
庭。 在贵州省 20 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织金县、纳雍县等），
主要发放对象为留守儿童及其
家庭；在内蒙古自治区 10 个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赤峰巴林
左旗、通辽库伦旗等）、江西省
五个欠发达县（遂川县、莲花县
等）， 主要发放对象为“五保
户”、低保对象和脱贫不稳定户
中的老年人。 此前，北京字节跳
动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儿童公益
项目“益童乐园”已落地贵州上
述县域，助老公益项目“银杏家
园”已落地江西省兴国县。

除了物资捐赠， 字节跳动
旗下产品也为用户提供寻药、
问诊、 就诊以及自我防护等信
息服务。 2022 年 12 月 30 日，抖
音、 今日头条抗疫频道宣布改
版升级，频道新增“药品互助”

“新冠在线问诊”“发热门诊查
询”“防护专区”等版块及功能。
用户打开抖音， 点击所对应城
市频道，即可切换至“抗疫”频
道， 也可在今日头条首页找到

“新冠康复”频道入口。 （李庆）

助力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字节跳动计划向 35 个欠发
达县捐赠物资

阿里巴巴为全国农村地区捐赠的血氧仪由菜鸟物流陆续发往各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汇思霖珑新业态从业者关爱行动”

编者按：临近春节，全国各地都迎来返乡潮，人员高频流动为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尤其对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
来说，挑战和压力更加突出。为推动农村地区有序防疫、关爱重点人群，连日来，以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协同发力，通过
捐赠防疫物资、开展线上防疫问诊等多项措施，保障大家共同过一个健康平安的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