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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Topic

萌蒂（中国）健康扶贫

“康萌大病救助计划”在京启动
近日，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扶贫办指导，《健康报》社、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健康报公
益基金（以下简称“健康报公益
基金”）主办，萌蒂（中国）制药
有限公司支持的“康萌大病救
助计划” 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
北京举行。

社会资源是大病救助
重要补充

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扶
贫、大病救助的积极尝试，该项
目将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大
病患者进行救助，首期救助对象
为来自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9 名患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刘魁
副司长介绍，当前，脱贫攻坚任
务依然艰巨繁重。 截至 2017 年
底， 全国尚有近 3000 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未脱贫，其中因病致
贫返贫家庭占比 40%左右，患大
病和慢性病的贫困人口占比
20%左右。

“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的关
键战役。 在我委的推动下，全国
已有 17 个省份统一制定出台了
贫困人口补充医疗保障政策，对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报销后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给
予再次补偿，将贫困人口住院实
际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

在 20%左右。 ”刘魁说，当前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筹资水平不高，城乡居民门
诊、 住院实际补偿水平还不高，
由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地
区普通群众一旦患上大病、重
病，将容易导致发生因病致贫返
贫。 刘魁表示，健康扶贫需要在
减少存量和控制增量两个方面
发力。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
长郝林娜表示，尽管目前我国已
建立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但
是相对于大病贫困人群，其补偿
力度仍显不足，社会资源依然是
大病救助的重要补充。“康萌大
病救助计划”这样的社会资源加
入，体现了社会力量对健康扶贫
工作的支持，这些社会资源在实
现健康扶贫伟大目标过程中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萌蒂中国参与探索大病救助

《健康报》 社总编辑周冰介
绍，“康萌大病救助计划”公益项
目是《健康报》社与萌蒂（中国）
制药有限公司携手，共同响应政
府号召，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健康
扶贫、 大病救助工作的积极尝
试。“首期，我们将对一次性救助
山西省大宁县发布在中国大病
社会救助平台上全部患者，承担
需救助的资金。 作为健康报公益

基金的一部分，‘康萌计划’前期
经过了深入调研和多方论证，未
来将不断积累经验、 发展壮大，
汇聚更多慈善力量，用公益的火
苗温暖患者的生命。 ”周冰说。

萌蒂制药公司大中华区总
经理王忠林说，多年来，萌蒂中
国始终为中国的健康事业发展、
为中国老百姓的“健康生活 品
质人生”而不懈努力。 此次与健
康报公益基金共同启动“康萌大
病救助计划”是萌蒂中国作为社
会力量参与大病救助实践活动
所做的一次有力探索，未来还将
持续支持并关注这些患者朋友
们。 萌蒂中国也呼吁未来有更多
的社会资源和爱心人士能加入
这一项目， 为中国更多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患者送去一份温
暖与支持。

据了解，此次帮扶对象全部
来自发布在中国大病社会救助
平台上、建档立卡的因病致贫患
者。 遴选过程分为两步，首先由
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协助健
康报公益基金，针对国家卫生健
康委对口帮扶的吕梁山片区的
四个县———山西省临汾市大
宁县、 永和县和陕西省榆林
市清涧县、子洲县，以及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对口帮扶的山
西省五寨县中遴选出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救助对象，再
经基金工作组和有关专家遴

选， 依批次选出适合的救助人
群。 具体的救助金额则根据患者
提供的其本人已发生的医疗费
用，刨除所在地医保报销、大病
保险报销、民政救助、社会救助
部分后，确定其自付部分，再按
照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的救
助标准测算后的数额。

下一阶段，项目组将评估救
助效果和实际执行情况，对山西
省永和县和五寨县发布在大病
救助平台上患者进行救助。 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武家
华参加了仪式，并为爱心企业颁
发荣誉证书。

（徐辉）

� � “康萌大病救助计划”是萌蒂中国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大病救助实
践活动所做的一次有益探索

2018 年 3 月 31 日下午，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
国红基会”）与上海俏佳人医疗
美容门诊部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的“俏佳人凤凰救助行动”
在沪举行启动仪式。 中国红基
会副理事长刘选国、 上海俏佳
人医疗美容门诊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林及来自解放军总
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等十余名烧烫伤
科、 整形科专家等共同出席启
动仪式。

仪式上，双方就“俏佳人凤
凰救助行动” 项目合作进行签
约，项目拟计划实施 5 年，上海

俏佳人累计向项目捐赠不少于
600 万元， 首年捐赠 200 万元，
董事长杨林代表企业向中国红
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递交捐赠
牌， 刘选国向杨林颁发捐赠证
书， 随后专家代表上台手触大
屏幕共同启动项目。

有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每
年至少超 14 万儿童被烧烫伤。
意外烧烫伤可能造成儿童伤残
或者死亡， 严重影响着儿童的
健康成长。 而在儿童群体中，留
守儿童又是一个特殊群体。 近
年来， 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增
加，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 有关农村留

守儿童烧烫伤的案例时有发
生，尤其是在寒暑假期间，对于
留守儿童的关照疏忽， 往往会
导致留守儿童的烧烫伤病例高
发。 在西南农村地区，医疗卫生
条件较差， 特有的生活习性如
大灶烧锅、热水取暖等，儿童接
触热源的渠道较多。 一旦发生
烧烫伤， 留守老人往往按照经
验，使用酱油、牙膏，甚至炉灰
进行处理， 有时急于褪去孩子
身上的衣物，又造成二次伤害。
鉴于此， 中国红基会与上海俏
佳人共同发起关爱贫困烧烫伤
留守儿童项目， 通过专业康复
机构进行及时干预治疗， 疤痕
患儿都能基本恢复正常身体功
能， 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进
行生活，重新树立自信心，恢复
正常的生活、学习，健康快乐地
成长。 尤其是对于贫困家庭的
患儿，能尽早得到有效治疗，救
助意义非常重大。

据悉， 该公益行动将资助
0~14 周岁因烧烫伤需要进行疤
痕治疗的留守儿童，通过资助患
儿疤痕修复费用，帮助患儿恢复
正常身体功能，项目试点省份为
重庆市和四川省。 同时，项目方
也希望通过本次救助行动呼吁
社会各界关注困境中的烧烫伤
留守儿童，让孩子们得到更多的
温暖和关爱。 （菅宇正）

雪花秀携手清华
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红基会“俏佳人凤凰救助行动”在沪启动

2018 年 3 月 22 日， 清华大
学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签约仪
式暨主题论坛在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美术馆举行。 文化部非遗司
前巡视员、副司长马盛德，山西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荣钢出席签
约仪式。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中国
区总裁高祥钦和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副院长苏丹教授共同签署
合作协议，宣布清华大学雪花秀
非遗保护基金正式成立。 未来 5
年，全球领先的高端草本护肤品
牌雪花秀将进一步承担品牌的
社会责任，传播保护传统文化的
意义和价值，持续保护和复兴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器物有魂魄， 匠人自谦
恭”， 每一件传统工艺作品都饱
含着感人至深的匠人精神。 从
2003 年开始，雪花秀便致力于守

护这样的匠人精神，并积极开展
相关的文化支持活动。

此次雪花秀与清华大学的
合作延续了品牌对于传统文化
的一贯珍视和秉承，致力于中国
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和发扬。 在
专项基金启动的第一年，清华大
学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将“文化
之美，漆心可见”作为年度主题，
重点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山西漆器髹饰工艺”这一传
统技艺。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中国区
总裁高祥钦在致词中表示 ：

“2017 年， 雪花秀正式启动了
‘BEAUTY FROM YOUR
CULTURE’ 文化之美全球项
目。 同年，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
首批同步实践雪花秀企业社会
责任活动的国家之一。 雪花秀希
望与清华大学强强联手，利用双
方在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经
验和资源整合能力，切实尽到企
业的社会责任。 ”雪花秀全球品
牌总经理郑惠珍也随即表达了
品牌对于复兴中国传统工艺的
支持和美好祝福。

项目正式启动后，清华大学
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随即将通
过开展专项研培研修课程，为山
西漆艺非遗传人和从业匠人提
供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习交
流的平台，也会在下半年举办年
度成果展。“不为繁华易匠心，不
因寂寞舍风华”，未来，雪花秀将
继续倾力传播文化之美，守护匠
人匠心，进一步肩负品牌的社会
使命， 坚持不懈地保护传统文
化。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