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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因没有达成执行意向，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向中
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思源工程”）退还 1900 余万元
善款 ，并在微博发布付款回单。 但随即有网友指出，该付款回单
上，收款人开户行中的 “支行”被误写作“之行”，且退还金额少了
20 万元。

此外，有网友质疑，思源工程在 1 月 26 日通过微博发布的防
控物资采购公告中， 所示的供货方并不具备医疗口罩生产资质。
此外，思源工程 2014 年至 2018 年的五年累计捐赠收入比公益支
出多出 1.83 亿元，这笔余款的使用也引人关注。

1 月 31 日，《公益时报》记者联系思源工程副秘书长陶鸣 ，对
这些质疑进行了回应。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转账相差 20万元？ 口罩供应商无资质？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回应质疑

合同公示期
未拨付任何资金

陶鸣在接受《公益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向深圳南方联
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采购口罩
一事属实，该微博发布的采购合
同尚在公示期， 只是意向性购
买，并未达成实质性购买，所以
仅有思源工程一方盖章。 公示期
内并未向对方支付定金或拨付
任何款项。 ”

对于网友提出供货商深圳
南方联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供
应资质的问题，思源工程方面给
记者传来了几张该公司的资质
图片，包括营业执照、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等。

有网友称，曾致电深圳南方
联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求证向
思源工程供货一事，得到答复为

“从未卖口罩给基金会”。《公益
时报》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到
该公司负责人电话，但拨打后均
被挂断。

根据天眼查显示， 南方联
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经营项目
为“健康产业投资（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 医疗设备的租赁、上
门维护以及技术开发； 一类医
疗器械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除外）；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
项目是： 经营医疗器械的销售
（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的审批项目经营）。 ”

国家统筹调配资源
合同已取消

陶鸣表示，思源工程从武汉
市卫健委获知需求信息后，1 月
26 日，在询价、谈判期间，一方面
要求深圳南方联合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提供采购协议（注明型
号、数量、单价、总价)等信息，并
在网上公示；另一方面立即派员
赶往口罩生产地去核实标准、数
量等事宜，公示期间思源工程并
未支付定金或拨付任何款项。

由 于 思 源 工 程 采 购 的
GB19083-2010 标准 N95 口罩需
求量大，春节期间第一时间要供
货，很难联系上满足符合标准和
条件的生产厂、供货商。 多方联
系后，深圳南方联合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表示可以供应 GB19083-
2010 标准的 N95 医用口罩，价
格为 14 元/个。

陶鸣说， 在采购合同的询
价、 谈判公示阶段， 有网友对
GB19083-2010 标准的 N95 医用
口罩的价格有意见，为尊重网友
意见，思源工程开始向社会各界
征集价格更低的 GB19083-2010

标准 N95 口罩的相关信息。
1 月 26 日， 根据中央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调配全
国资源， 优先保障湖北省和武
汉市急需的医护力量和医疗物
资”，深圳南方联合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不能如期供货， 便取消
了合同。

思源工程向《公益时报》出
示了一份落款盖章为 1 月 27 日
深圳南方联合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的声明函， 该函件称 1 月 26
日，国务院会议针对武汉疫情做
出重要批示，特强调由国家统筹
调配全国资源，现医用口罩属于
国家管控类产品，导致不能如期
供货，请给与理解，再次感谢爱
心人士和贵单位认可。

思源工程方面随后又出示
了一份与深圳南方联合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于 1 月 27 日签署合
同解除说明。 表示甲方向乙方购
买的供货物资为此次疫情的国
家管控物资， 不能按约履行，即
签订之日起，合同解除。

陶鸣说：“现根据中央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调配全
国资源，优先保障湖北省和武汉
市急需的医护力量和医疗物
资’， 深圳南方联合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不能如期供货，现合
同取消。 ”

基金会收到退回
的 20 万捐款

1 月 29 日，湖北
省红十字基金会公
布了一张银行付款
电子回执单据引发
关注。 该电子回执单
将收款人开户行“中
国银行北京幸福广
州支行”中的“支”行
写为“之”行。 此外，
该电子回单中公示
金额与收款方思源

工程对外公示额相差 20 万元。
针对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退

回金额与思源工程拨付金额不一
致，陶鸣回应总金额是一致的。

陶鸣表示，思源工程方面总
共向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拨付
了两笔款项，一笔为爱心网友通
过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新浪
微公益、百度公益等线上平台捐
赠的 19076805.26 元， 另一笔为
两位爱心人士线下捐赠的 20 万
元， 两笔善款共计 19276805.26
元。 思源工程于 1 月 30 日下午
分开做了公告。

随后《公益时报》记者在思
源工程的官方微博上， 看到了 1
月 30 日分别发布于 16:04 和 16:
45 的两张退回接收公告。

捐赠收入结余为定向捐赠
跨年使用

与此同时，有网友对 2014 年
至 2018 年思源工程的收入与支
出质疑称，思源工程五年累积捐
赠收入比公益支出多 1.83 亿元。

陶鸣表示，网友称“基金会
五年累积捐赠收入比公益支出
多 1.83 亿元”，统计方式有误。

他表示，2014 年至 2018 年
思源工程累计总收入为 12.1615

亿元， 其中捐赠收入为 11.7949
亿元， 累计总支出为 10.2198 亿
元，其中公益支出为 9.919 亿元。
公益支出占上一年总收入比例
平均数据为 81.56%。

按总收入减去总支出计算，
思源工程五年结余应为 1.9417
亿元，其中大部分资金为捐赠人
指定用途的资金，将根据捐赠人
意愿使用。

“有的捐赠涉及跨年度，不
是当年就能使用完。 例如，助学
项目捐赠期都为三年，我们在接
受善款后需要分年拨付，这些都
涉及到时间跨度，所以是有结余
的。 ”陶鸣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第六十条规定：“慈
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
出， 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或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
70%。 ”从这一数据上来看，思源
工程上述数据符合法律规定。

陶鸣表示，对于本次抗击疫
情行动的后续善款，思源工程和
以往救灾赈灾行动一样，继续采
取“0 管理费”的原则，不收取任
何管理费用。 同时，思源工程明
确全部善款专款专用并接受第
三方审计和公证，其结果将适时
予以公示。

� 思源工程方面提供的深圳南方联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合同取消的相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