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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 1 月
共出现 14 笔千万元及以上大额
捐赠 (含承诺捐赠和物资捐赠 )，
包括 6 笔亿元捐赠、8 笔 1000 万
元 至 5000 万 元 捐 赠 ， 总 额 约
7.256 亿元。

6 笔上亿元捐赠

捐赠金额达到亿元及以上
的有 6 笔，主要投向教育和医疗
等领域。

1 月 6 日， 擘雅集团董事长
刘瑞旗宣布拟向传媒大学教育
基金会捐赠 1 亿元，成立“擘雅
教育基金”，助力品牌学科研究，
首笔捐赠 4000 万元。

1月 7日， 在农业农村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的指导下， 阿里巴巴宣布通过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赠 1.25 亿

元，用于为全国 60 多万个村卫生
室每个卫生室配备两台血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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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鸟在 4天之内配合各大血氧仪
生产厂家将 100 多万台血氧仪全
部发出。 这些血氧仪从厂家直发
到全国的地级市，再由各市、县政
府统筹下发至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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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1日， 在大连长兴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 2022年度企业家年
会上，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宣布
恒力集团向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捐赠 1亿元，用于长兴岛
地区医院和学校建设，助力“第二
故乡”提升医疗和教育水平。

1 月 14 日，宁德时代宣布向
宁德市慈善总会捐赠 5000 万元
设立“宁德时代宁德慈善基金”，
向蕉城区慈善总会捐赠 5000 万
元设立“宁德时代蕉城慈善基
金”， 用于支持宁德市及蕉城区
开展民生、医疗、教育等慈善公
益事业。

1月 17日， 香港联泰集团宣
布向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政府捐
赠 1亿元，建设王宫华侨历史文化
街区华侨国际体育文化交流基地
项目。 联泰集团副主席陈伟利表
示，“通过此次捐赠，我们不仅想要
继续为家乡的发展出资出力，更想
要通过体育教育和健康生活的理
念，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的足球训练
场，为广大市民建设综合性体育场

馆，为华侨历史文化打造交流
和宣传的场所。 ”

8 笔千万元捐赠

来自企业及个人的捐赠
共 8 笔（含物资捐赠和承诺
捐赠），具体如下：

1 月 5 日，美欣达集团有
限公司定向捐赠价值 1000
万元的新冠药品和仪器，所

有物资通过
浙江省湖州
市卫健委投放到各新冠救治医
院，用于满足新冠感染患者特别
是重症患者的救治。

1 月 9 日， 育才中学向浙江
省慈溪市慈善总会捐赠 2000 万
元， 定向用于慰问市人民医院、
市中西医结合医疗健康集团总
院、市妇幼保健院的一线医务人
员。 目前该笔捐赠资金已到账。

1 月 9 日， 神州细胞工程有
限公司向陕西省慈善协会捐赠
1060 万元，用于救助陕西省血友
病人。 据了解，为更有效地帮助
血友病患者群体，进一步提升慈
善行业在以血友病为例的罕见
病群体救助过程中的参与度，陕
西省慈善协会与神州细胞工程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签订
《“健行神州”血友病救助项目捐
赠协议》，并同步发起“健行神州
血友病计划”网捐项目。

1 月 11 日，鸿意集团董事长
张济意向湖南省东安县紫溪市
镇调元渡改桥项目捐赠 2000 万
元，为家乡修桥助力。

1 月 14 日，在通过年会宣布
1 亿元捐赠的同时， 宁德时代董
事长曾毓群个人宣布向蕉城区慈
善总会捐赠 1000 万元，用于支持
宁德市、蕉城区开展民生、医疗、

教育等慈善公益事业， 并倡议现
场所有嘉宾、 公司员工积极参与
捐赠。

1 月 16 日《厦门日报》报道，
厦门恒兴集团向甘肃省永靖县
慈善协会捐赠教育基金 1000 万
元，专项用于永靖县移民中学创
建卓越高中综合楼建设项目。

据四川民建 1 月 17 日消息，
通威集团通过中华思源工程基
金会捐赠 1000 万元，助力解决农
村地区医疗物资紧缺问题。

1 月 31 日，大参林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茂名一中
1988 届校友柯云峰向广东省茂
名市一中学捐赠 1000 万元，助力
茂名教育事业发展。

抗疫领域捐赠较上月增多

综上，2023 年 1 月共出现 14
笔千万元及以上大额捐赠，包括
6 笔亿元捐赠、8 笔千万元捐赠，
总额约 72560 万元。相比 2022 年
12 月，亿元及以上捐赠笔数没有
明显变化； 用途方面，2023 年 1
月流向抗疫领域的捐赠资金达
2.65 亿元，相比上月出现明显上
升；教育、医疗等领域依旧是大
额捐赠关注的主要方向。

2023 年 1 月大额捐赠一览
企业及个人捐赠超 7.2亿元，抗疫领域捐赠备受关注

据报道，2 月 6 日凌晨土耳
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发
生的强震已造成土叙两国重大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两国超过
4.3 万人遇难， 数以万计的受灾
地区群众无家可归， 亟待食物、
御寒衣物等基本物资的援助。

面对两国灾情，中国政府第
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机制，中国社会各界也向土耳其
和叙利亚伸出援手。 中华慈善总
会近日发起“紧急援助土耳其、
叙利亚地震灾区” 公开募捐行
动，为两国受灾地区筹集紧急救
援与灾后重建款物，为无家可归
的受灾群众送去温暖。

安踏集团积极响应中华慈
善总会的倡议，发扬国际人道主
义精神，即刻行动,向两国受灾群
众捐赠价值 3000 万元的御寒装
备等物资，希望通过绵薄的努力
为土叙两国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重建家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
伟表示,“我们密切关注土耳其和
叙利亚两国地震灾情，通过多种
渠道了解两国灾区人民的急需
急盼， 紧急联系国内爱心企业，
捐赠物资驰援土、 叙地震灾区。
感谢安踏集团积极响应我会倡
议，我们将尽快将这批人道主义
物资送到灾区人民手中。 同时，
也希望广大爱心企业伸出援手，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国际
人道主义精神，帮助土、叙两国
灾区人民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 ”

据了解，此次应急援助不是
安踏集团的偶发行为。 过去这些
年，安踏集团一直站在灾难救助
的第一梯队，在突发重大自然灾
害、疫情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
方面，安踏集团总是第一时间进

行驰援。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
2022 年，安踏集团抗疫捐赠累计
超过 8000 万元，支持湖北省、吉
林省、福建省泉州市等地一线医
务人员和志愿者抗击疫情。 2021
年，河南省和山西省连续强降雨
导致水灾， 安踏集团累计捐赠
7000 万元，支持受灾地区一线救
援和灾后重建。

除了应急救援，安踏集团持续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可持续发
展作为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其
2021 年 12 月发布新十年战略，

“与消费者共生、与伙伴共生、与员
工共生、 与环境共生、 与社会共
生”。安踏集团深耕公益慈善领域，
投入大量资金、装备和人员用于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开展。

截至目前， 安踏集团在公益
慈善上总投入超过 20 亿元。 其
中，投入最多的品牌项目是 2017
年发起的“茁壮成长公益计划”，
聚焦青少年体育公益， 以体教融
合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该项目开
展了安踏装备包、安踏体育课、安
踏梦想中心、安踏运动场、安踏运
动营、 安踏希望班六大板块公益
活动。 截至 2022 年年底，项目累
计投入现金及装备超 7.4亿元，惠
及 31个行政区 490万名青少年。

2021 年 12 月， 在集团成立
30 周年之际，安踏集团创始人家
族投入价值 100 亿元的现金和股
票，成立“福建和敏慈善基金会”，
并宣布投入 20 亿元捐建上海六
院福建和敏医院，在 2022 年宣布
未来 5年投入 1 亿元用于“和敏
助学”与“和敏健康援助”。

安踏集团副总裁李玲表示 ,
“灾难寒冷， 愿予温暖， 生命可
贵，不分国界。 愿远方的人们早
日渡过难关，也愿所有救援人员
平安归来！ ” （于俊如）

“苗彦彦与病魔抗争 17
年， 被医院下了五次病危通知
书， 即使疾病缠身， 仍热爱生
活、自强不息。 在重病期间，全
国各地爱心人士通过互联网向
她积极捐款， 病愈后她通过在
网上销售农特产品， 用两年时
间将受捐款项全部退还给了帮
助她的 3565 位好心人，以实际
行动诠释诚实守信、积极向上、
独立自强的高尚情操。 ”

近日， 由共青团中央宣传
部、 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
局联合主办， 中国青少年新媒
体协会承办的第六届“中国青
年好网民” 优秀故事征集活动
落下帷幕，50 个优秀故事揭晓。
曾通过水滴筹获得帮助又在病
情缓解后全部退款的新疆女孩
苗彦彦入选。

据了解， 苗彦彦患有重症
肌无力， 这是一种后天发病的
免疫性疾病， 多见于 18-45 岁
的女性、35-55 岁的男性， 还有
20%患者在儿童时就发病。虽然
有药物可缓解，病情可逆，但患
者往往终生与疾病相伴。 为了
给她看病，家里花光了积蓄。

2019 年 5 月， 苗彦彦外出
治疗回家途中， 在南昌火车站
转车时因不慎吸入烟气造成支
气管感染， 引发呼吸衰竭被送
进 ICU。 当地一位好心人了解
情况后， 帮她通过水滴筹发起
求助，3565 位爱心人士向她伸
出援手， 让苗彦彦及时接受了
后续治疗。

那次发病，苗彦彦昏迷了 10
多天。醒来后，听父亲讲了爱心人
士为她捐款的事迹， 一向要强的

她说：“这钱我一定要还！ ”
回到新疆后， 苗彦彦立刻投

入了工作，通过网络卖起哈密瓜、
库尔勒香梨、和田大枣等农产品。
由于疾病导致声带闭合困难，她
逐渐丧失说话能力， 与人交流只
能靠打字，但只要有人询问，不论
什么时候， 苗彦彦都第一时间回
复。优质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为
她赢得大批忠实客户。

2021 年 6 月， 苗彦彦在一
次治疗结束后立刻谋划起还
钱。 她说，不怕攒不够钱，怕的
是用时太久， 无法保证所有钱
原路退还。 2021 年 8 月 9 日，苗
彦彦将当年筹集的 126482 元
返还至水滴筹账户， 全部退还
给 3565 位捐款人。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想
要为别人撑起一把伞。 2021 年
11 月， 苗彦彦及其所在的患者
组织“北京爱力重症肌无力罕
见病关爱中心” 通过水滴公益
平台发起“无力患者有力计
划”，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康
复课程、 社群建设及小额药品
与营养资助，用自强不息、知恩
感恩的行动，传递出爱与温暖。
目前，该项目已为 49 位重症肌
无力病友提供小额药品和营养
资金支持， 提供关怀访问 684
人次。 （王勇）

病情好转后主动退还爱心善款
新疆女孩苗彦彦入选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事

安踏人道主义驰援土叙灾区
联合中华慈善总会捐赠 3000万元御寒物资

� � 苗彦彦
通过售卖新
疆农 产 品 ，
将 12 万 余
元爱心款项
全部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