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联合其他企业对外捐赠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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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他们选择驰援海外
� � 据国家卫健委及 WHO 官
网数据， 截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
15 时，除中国外全球范围内累计
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感染 110570
例，累计死亡 4608 例 ；中国累计
确诊 80894 例 ， 累计死亡 3237
例。 国外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均
超过中国。

目前，国内疫情发展已得到
有效控制，但国际形势仍不容乐
观，多国确诊人数呈现持续上升
趋势。 严峻的疫情形势使得各国
对医疗物资、防护用品及生活物
资的需求更加强烈。

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 。
结合近段时间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的实际经验和在资源渠道等
方面的优势，一些中国企业和公
益组织开始援助海外疫情较为
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在捐赠
防护物资、 派驻志愿专家组、助
力疫苗研发的同时，也在积极输
出中国的疫情防控经验。

他们做了什么

疫情发生后， 一些企业、企
业基金会及其他社会力量在大
力支持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也
在密切关注着国际疫情发展形
势。 从捐赠物资到设立专项基
金，从派驻医疗专家到支持疫苗
研发，这些企业及公益机构通过
自身渠道和资源开展了一系列
对外援助工作。

如，小米集团、泰康、中诚
信、景林资产、中珈资本等武汉
大学校友企业和个人向韩国及
意大利等国捐赠口罩、防护服等
医疗物资；手机品牌 OPPO 快速
成立临时团队，通过向企业海外
分支机构了解当地情况，征询需
求后迅速组织物资， 将 30 万只
口罩寄往意大利、西班牙、德国、
法国和日本等国。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援助
意大利的首批价值 100 万元的
有创/无创呼吸机、空压机、医用
口罩、护目镜、面罩等物资，于 3
月 17 日起运至意大利驻中国大
使馆商务处，将随包机运往意大
利，交给意大利红十字会。

在另一层面，按照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统一部署，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设立了“抗疫国际人道援
助基金”， 希望动员社会力量募
集资金和防护物资，驰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较严重国家。 该基
金首批募集采购和捐赠的物资
已运抵伊朗和伊拉克。

2 月 29 日，中国红十字会志
愿专家团队携带部分中方援助
的医疗物资抵达德黑兰，支持伊
朗抗击疫情。 3 月 7 日，应伊拉克
红新月会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派出七人志愿专家团队前往
巴格达，携带核酸检测试剂盒等
医疗用品和设备、中成药等人道
救援物资，支援伊拉克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此外，采取持续行动也是国
内企业及公益机构对外援助的
一大特点。

自疫情发生以来，泰康溢彩
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汇聚泰康
旗下各子公司、生态企业、全体
泰康员工的资源和力量，与楚商
联合会、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紧
密联动，全面支持抗击疫情。

随着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不
断升级，基金会于 3 月 6 日正式
启动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二
阶段行动，联合武大校友企业家
联谊会、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及
众多爱心企业共同发起“全球援
助计划”。 在多方协作下，该计划
先后向韩国、伊朗、意大利等疫
情较为严重的国家捐赠核酸检
测试剂、防护服、医用隔离面罩
及口罩等亟需的防护物资。

另一个海外援助的典型案例
是阿里巴巴。 凭借强大的全球影
响力和高效的行动力， 加上阿里
内部各公益版块的力量， 阿里对
外援助整体上更加系统和持续。

海外援助的阿里样本

3 月 16 日深夜，马云发布了
一条微博，短时间内就得到大量
转发和点赞。 微博内容如下：

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
巴公益基金会决定 ：第一 ，为非
洲 54 个国家每个国家捐赠 10
万个口罩、1000 件防护服和 1000
个防护面罩 ；第二 ，为每个非洲
国家捐赠 2 万个检测试剂盒；第
三，即刻与非洲各国医疗机构合
作，提供新冠病毒临床治疗网上
培训资料。

所有 600 万口罩 、110 万试

剂盒、6 万套防护服、6 万个防护
面罩以及其他物资我们将会统
一送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埃塞俄比亚总理将为这
些非洲抗疫物资提供帮助负责
物流和分发，感谢埃塞俄比亚政
府！ 感谢阿比总理！

捐赠覆盖整个非洲？！ 这样
的捐赠力度着实让网友惊叹。

事实上， 在疫情发生后，除
了医疗物资保障，阿里巴巴经济
体各事业群、部门及阿里合伙人
创立的公益基金会都在全力保
障国内疫区民生。 在海外援助层
面，阿里也调动了多重力量。

在此之前， 马云公益基金
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日
本、韩国、伊朗分别捐赠 100 万
只口罩,为意大利、西班牙等疫情
严重的欧洲国家捐赠 180 万个
口罩和 10 万份检测试剂， 为美
国捐赠 50 万份检测试剂盒和
100 万只口罩。

除了物资捐赠，马云公益基
金会也在大力支持新冠肺炎疫
苗研发工作。

3月 2日，马云公益基金会与
澳大利亚 Peter Doherty感染与免
疫研究所正式签署捐赠协议，马
云公益基金会将捐赠共计 320 万
澳元（约 1470 万元人民币），支持
研 究 所 针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COVID-19） 疫苗的研发工作，
以期进一步加速疫苗的研发进程。

稍早前，马云公益基金会宣
布捐赠 1 亿元，用于支持新冠病
毒的疫苗及药物研发，此次面向
该研究所的捐赠即来自该笔基

金。 此外，马云公益基金会还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供了 1500
余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用于
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

除了上述捐赠行为，中国抗
击疫情经验的输出更为宝贵。

3 月 18 日，由马云公益基金
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发起并
资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数十位“抗疫”一线专家撰写
的《新冠肺炎防治手册》 正式发
布。 手册对目前正处于疫情暴发
初期的其他国家具有极强的参考
及借鉴意义。马云公益基金会、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以及阿里云、
阿里健康将发挥各自优势， 帮助
其他国家医护人员抗击疫情。

如何协调行动

面对如此庞杂的国际援助
行动，企业及基金会内部又是如
何沟通协作的？

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从 1 月 21 日开始，
基金会就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
斗中，依托泰康保险集团大健康
生态体系的强大支持，汇聚了楚
商联合会、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
等爱心团体以及泰康员工的力
量，捐钱捐物，支援战疫。

“随着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基金会采用联合行动模式参
与‘全球援助计划’，与上海复星
公益基金会、武大校友企业家联
谊会、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共同合
作，开展海外捐赠，援助疫情较
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如韩国、
伊朗、意大利、德国等。 在此过程
中，主要是通过武汉大学海外校
友会和复星基金会来具体对
接。 ”上述负责人谈道。

在阿里方面，马云公益基金
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是此
次参与海外援助的主要力量。

马云公益基金会资助项目
负责人徐珊表示，对新冠肺炎防
疫物资捐赠，机构的要求是“既
紧急，又要保质保量”。“说实话，
挑战很大。 从确定捐赠国、捐赠
数量、捐赠物资，到寻找供应商、
比价比货、确认供应商、进行采
购、运输、通关等工作步骤，以及
合同、证明、付款等一系列复杂
流程，哪个环节都省不掉，也大
意不得。 ”

在此过程中，两大基金会紧
密合作，捐赠金额配比为 1:1。 在
具体执行层面，两个团队通力协
作，各司其职。 徐
珊告诉记者：“双
方财务、 法务、行
政、 项目人员、采
购和物流等人员，
大大小小的群十
四五个， 群内成
员从决策层到执
行层共同办公，
信息实时同步 ，
做到有效沟通，高
效决策。 ”

基金会工作
人员表示，一些欠

发达国家及地区落后的医疗卫
生条件让人震惊。

“看到卢旺达对物资的需求
时，我们很震惊，也很难过。 他们
连最基础的采样（胍盐灭活型样
本保存液）及提取剂（新型冠状
病毒 2019-nCOV 核酸提取试剂
盒）都没有，如果我们只捐赠试
剂盒， 意味着他们什么也做不
了。 因此，基金会当即决定全套
配捐，从采样到试剂盒，我们迅
速联系供应商， 紧急调配资源。
对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落后的地
区， 防控物资捐赠更为重要，不
容等待。 ”徐珊谈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于中国的企业、企业家及
公益机构等大力援助其他国家
抗击疫情的行动，有一些网友表
示“不理解”，甚至“不可接受”，
认为在特殊时期应将全部力量
用于国内。

那么，中国的企业及公益机
构为什么要在支持国内抗击疫
情的同时，拿出资金及人力物力
等资源帮助其他国家？ 在这个特
殊时期，公益组织又应如何给自
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方面
表示，战胜疫情离不开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 各国需要互助合
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才能早日
战胜疫情。“在中国抗击疫情最
困难的时期， 世界多国政府、企
业和团体给予了真诚友善的帮
助。 疫情无国界，公益也没有国
界， 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我们有责任贡献一份力所能及
的力量。 ”

在徐珊看来，面对全新的未
知病毒，分享与合作是最好的药
方。“作为公益组织，应积极主动
筹集物资、分享可以分享的国内
防治经验和科研信息，充分发挥
自己的优势， 促进国际合作，共
同解决问题。 ”

或许，马云在微博中写的这
段话能够解释为什么要主动开
展海外援助：

“这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
面临的一次流行病大挑战。 时至
今日，这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国
家能自己解决的挑战，而是需要
我们所有人一起携手应对。 此时
此刻，不分你我共享资源，交流
抗疫经验和教训，我们才有机会
战胜这次灾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