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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善举让更多群体受益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公布防疫捐赠进展

记者从阿里巴巴集团了解
到，自 1 月 7 日宣布为全国 60 多
万个村捐赠血氧仪后，截至 1 月
9 日 18 时，该批爱心物资已由菜
鸟发出 50 万台左右， 江苏、浙
江、安徽、河南 4 省 49 个市累计
签收 12.7 万台，38 万台尚在路
上；截至 1 月 12 日 20 时，阿里巴
巴捐赠给农村地区的 100 多万
台血氧仪已全部发出，菜鸟已将
血氧仪送达 27 个省的 291 个地
级市， 累计有 88 万多台血氧仪
被签收。

阿里方面介绍，自 1 月 7 日
晚接到任务起，阿里旗下菜鸟物
流迅速调动全国各地资源，累计
投入超 2000 人次、1100 车次，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农村地区
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统一安排下，
四天之内配合各大厂家将 100
多万台血氧仪全部发出。

此外，为联合更多力量支援
我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1 月 11
日，阿里巴巴集团与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农村儿童
及家庭“爱心防疫包”公益项目
捐赠仪式。 阿里巴巴积极响应全
国妇联号召，通过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为中东部 19 个省（市）5
万名农村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送

去关爱和温暖，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 截至目前，阿里巴巴携平台
商家、爱心网友累计向该基金会
捐赠款物 1.04 亿元，有效解决了
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急难愁
盼”问题。

1 月 12 日，字节跳动方面表
示，由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联合抖音乡村计划发起的助力
乡村防疫项目有了新进展：首批
4800 份“防疫物资包”已抵达贵
州省织金县、晴隆县，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巴林左旗、乌兰察布商
都县以及江西省遂川县、 兴国
县、全南县；剩余 15000 余份物资
包尚在运输途中，将在春节前抵
达各区县。

据介绍，此次行动主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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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份“防疫物资包”，其中主
要包括对乙酰氨基酚、 布洛芬、
维生素 C 泡腾片、 抗原检测试
剂、N95 口罩、消毒液，电子体温

计等，总价值约 400 万元。
除了物资捐赠， 字节跳动旗

下产品还为用户提供了寻药、问
诊、 就诊以及自我防护等信息服
务。 自抖音和今日头条上线药品
互助小程序以来， 截至 2023年 1
月 11 日，累计超过 700 万网友访
问小程序，超过 6.8万名网友使用
“帮助 TA”或“我需要帮助”功能
进行就近信息查询和康复互助。

根据公开报道，1 月 9 日，上
海复星公益基金会联合上海复星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河南
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布向
中国农村地区捐赠价值 1 亿元人
民币的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 这
批药品将分阶段捐赠至中西部农
村地区，覆盖 180个县。

“复星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1
月 12 日晚间发布的文章透露，
首批共计 6000 瓶阿兹夫定已于
1 月 11 日从上海发出，分别派送
至云南、贵州、江西、安徽等省的
10 个县。该批药品至少能够帮助
5000 余名当地村民更安全度疫，

其中受益者大部分为 65 岁以上
老年人群。

文中提到，为确保捐赠药品
第一时间安全送到基层，复星基
金会的员工和乡村医生项目驻
点队员带着药品搭乘飞机、高
铁，抵达县里后再通过专车派送
至村卫生室。 员工志愿者、乡村
医生驻点队员在当地县医院、乡
镇卫生院具有处方权的医师陪
同下，完成药品的发放。

据悉，为帮助农村地区平稳
度疫，复星基金会于 1 月 6 日启
动了“乡村暖冬行动”，除了捐赠
药品，还将联合复星及外部合作
伙伴，以线上直播、在线问诊等
形式，对农村基层医务工作者开
展相应的用药和健康管理培训。

记者还注意到，除了大规模
的捐赠行为，一些企业也充分结
合自身产品及业务特色，开展了
一系列暖心善举。

如，雅培宣布通过中国红十
字金基会向全国 59 个城市 197
家医院捐赠 4800 箱雅培医学营

养品全安素， 总价值超 1680 万
元，为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提供全面专业科学营养支持。

1月 12日， 贝壳在全国门店
倡议启动“社区互助小蓝箱”（邻
里互助小蓝箱）行动，将这一暖心
善举从北京扩展至全国。 截至目
前， 贝壳全国 15 个城市 6000 余
新经纪品牌门店、新青年公寓、家
装家居体验馆纷纷响应， 经纪人
通过业主群消息扩散、 门店张贴
海报等方式， 鼓励社区居民将家
中富余的药品放至门店共享药箱
中，供急需用药的居民免费领取。

除了搭建线下药品互助平
台，贝壳也建立了完善的互助机
制：门店会以在线文档形式记录
药品捐助及领取情况，实现药品
存取情况可溯源、同社区药品信
息可联动等，努力保障信息实时
更新、需求及时满足。 记者了解
到， 为使小蓝箱服务惠及更多
人，在各方支持下，贝壳已筹集
到第一批共计 30 余万元的药箱
及药品等物资支援各地。

2022年 12月大额捐赠一览：
企业及个人捐赠超 11.5亿元，抗疫领域捐赠剧增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12
月共出现 30 笔来自企业和个人
的千万元及以上大额捐赠 (含承
诺捐赠和物资捐赠)，总金额超过
11.527 亿元。

公开报道显示，2022 年 12
月捐赠金额达到亿元及以上的
有五笔，其中前四笔均投向教育
领域。

2022 年 12 月 16 日，在华南
理工大学组建 70 周年暨建校
105 年之际，1977 级校友、深圳顺
络电子股份有限董事长袁金钰
向母校捐赠 1 亿元，响应“珠峰
攀登计划”， 支持学校办学发展
与联合建设高端研究院。

2022 年 12 月 20 日，嘉华集
团主席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
奖”创办人吕志和捐赠 2.5 亿元，
助力上海交通大学“张江科学
园”发展。

2022 年 12 月 24 日，在晋江
市第一中学建校 70 周年之际，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赖世贤捐赠 1 亿元。 赖世贤表
示，未来将支持校园建设、设备
添置、奖教奖学等学校项目的建
设和发展。

据浙江大学 2022 年 12 月
31 日消息，校友段永平与浙江大
学教育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再
次向浙江大学捐赠 1 亿元，专项
支持母院———信息与电子工程
学院新大楼建设。 这是继 2022
年 5 月段永平捐赠近 1.7 亿元支
持学校建设紫金港校区西区公
共教学楼后对浙江大学的第二
笔大额捐赠。

另外一笔为慈善信托，投向
乡村振兴等领域。

2022 年 12 月 23 日，中信信
托与中信建投证券合作的首单

慈善信托———中信信托·公牛集
团慈善信托成功备案， 规模为 2
亿元。 该慈善信托为 2022 年度
全国范围内备案的最大规模的
慈善信托之一， 目的是促进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
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等。

此外，捐赠金额在 5000 万元
至 1 亿元(不含)的共五笔，其中
两笔捐赠投向抗疫领域。

2022 年 12 月 23 日，东营齐
润化工有限公司通过东营市慈
善总会捐赠 6000 万元疫情防控
和困难群众救助资金、30 万片布
洛芬、100 万只 N95 口罩； 向东
营市人民医院定向捐赠 3000 万
元疫情防控资金。

2022 年 12 月 31 日，淮河能
源集团向淮南市红十字会捐赠
3090 万元用于淮南市疫情防控，
并向该公司谢桥煤矿所在地的

阜阳市颍上县红十字会捐赠
2400 万元用于当地疫情防控。

两笔捐赠投向教育领域。
据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报道， 一对匿名校
友夫妇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签
署捐赠协议， 每年以个人名义向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连续五年共计捐赠 5000 万
元，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卓
越研究生培养基金”，主要用于支
持学校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及
全校优秀博士生海外交流计划
等。 公开信息显示， 首笔捐赠款
1000万元已经到账。

联想控股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告称，联想控股计划向中国
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6000 万元设立“联想控股科创计
划基金”， 用于中国科学院大学
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

和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科技人才
培养和基础研究。

另一笔投向乡村振兴领域。
2022 年 12 月 19 日，华友钴

业一次性捐赠 5000 万元，成立华
友慈善共富专项基金，主要用于
乡村振兴、 低收入家庭大病救
助、教育事业发展等项目。

根据统计，2022 年 12 月捐
赠金额为 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不含) 的共 20 笔， 根据捐赠用
途，可以归类为教育、抗击疫情
和乡村振兴等。 相比 2022 年 11
月，12 月捐赠金额在 5000 万元
及以上的捐赠笔数明显增加 ，
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区间的捐
赠笔数变化不大；投向抗疫领域
的捐赠笔数、 总金额均出现剧
增，不少企业同时捐赠现金和医
药物资；教育领域吸收的捐赠资
金比例依然较大。

阿里旗下菜鸟物流争分夺秒配送物资1 月 11 日晚，复星基金会捐赠的首批阿兹夫定运抵贵阳机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为支援医疗资源相

对薄弱的农村地区疫情防
控， 多家企业及社会组织纷
纷展开行动， 向我国广大农
村地区捐赠紧缺防疫物品和
医疗物资。 目前，这些捐赠都
有了进展。

■ 本报记者 吴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