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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近七成网友愿意
为国际疫情援助项目捐款

湖北对个人捐赠等
减免个税 5268 万元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一季度，湖北落实防疫
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新购设备税前扣除政策，减
免税额 2575 万元； 落实无偿捐赠税前全额扣除政
策，减免税额 860 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办理个人捐
赠、医务防疫人员补助和奖金个人所得税减免 5268
万元。

点评 ：税收减免既是对捐赠者等的回馈，也将极
大促进社会捐赠的发展。

深圳拟向 38 个友好城市
捐赠防疫物资

据央广网消息，随着国际疫情的蔓延，深圳政府
部门与企业、社会组织，持续向国际友好城市捐赠抗
疫物资，还派出科研人员，赴海外共建实验室，协助当
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下一步，深圳计划向 23 个国家
的 38 个友城捐赠防疫物资。

点评 ：病毒面前全球同此凉热，为国际抗疫贡献
中国力量是我们的人道责任。

Twitter 首席执行官
捐赠 10 亿美元用于全球抗疫

Twitter 和数字支付平台 Square 首席执行官杰
克·多西（Jack Dorsey）在 Twitter 上宣布将捐赠 10 亿
美元，为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提供资金。
他透露， 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他目前 36 亿美元净资产
的 28%。

点评：“为什么是现在？ 需求越来越迫切，我想在
有生之年看到带来的积极影响。 ”多西写道，“我希望
这能激励其他人做类似的事情。 生命太短暂了，所以
让我们尽其所能去帮助别人吧。 ”

我国现有接收医疗污水的
城镇污水处理厂 2029 座

据生态环境部消息，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定点医院 2520 家，集中
隔离场所 4821 个， 接收医疗污水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2029 座。 通过排查累计发现三大类 399 个问题，已全
部整改完成。 目前，全国医疗污水处理平稳有序，均严
格落实消毒措施。

点评 ：医疗污水处理事关每个人的安全 ，需要引
起格外关注。

(2020 年 4 月 6 日至 2020 年 4 月 12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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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如何看待防疫期间我国对海外多国的援助
行为？

A.我们应该投桃报李，施以援手；63%
B.应先集中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26%
C.此时外援可能费力不讨好，不赞同。 11%

2.怎样看待公益组织参与国际援助？
A.鼓励公益组织进行国际援助；60%
B.不太赞成，先解决好国内的社会问题；21%
C.视情况而定是否出手帮助。 19%

3.你会为国际疫情援助项目捐款吗？
A.会；67%
B.不会。 33%

目前，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已
基本阻断，但零星散发病例和局
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已呈多点暴发、
扩散蔓延的态势，海外疫情形势
愈发严峻。 截至 4 月 10 日海外
已确诊 1450554 例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病例。

中国在抗击疫情初期接收
到许多来自国外的援助。 面对全
球蔓延开来的疫情，不少国家明
确向中国发出了求援， 中国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对国外提供
疫情援助。 中国的医务人员和物
资走出国门，前往外国，帮助与
中国友好国家共同抗击疫情。

据人民网国际频道报道，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外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31 日，中国
政府已向 120 个国家和 4 个国
际组织提供了包括普通医用口
罩、N95 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
试剂、 呼吸机等在内的物资援
助。 中国地方政府已通过国际友
好城市等渠道向 50 多个国家捐
赠医疗物资。 中国企业向 10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
物资。

截至 4 月 7 日，中国已向意
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
坦、伊朗、伊拉克、老挝、委内瑞
拉、 菲律宾 9 个国家派出 11 批
医疗专家组。

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抗疫

信息， 与全球 100 多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
防控和诊疗方案等技术文件，专
门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网上知
识中心和国际合作专家库，通过
远程视频方式与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举办了 40 余场技术交流
会议。中方向世卫组织捐款 2000
万美元，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

除政府机构外， 我国部分
公益组织和企业也对外国进行
援助。

3 月 16 日，马云公益基金会
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表示向
非洲 54 国每一个国家捐赠 10
万个口罩 、1000 件防护服 、1000
个防护面罩及 2 万个检测试剂
盒，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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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非洲防控疫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遣的
中方医疗专家组援助伊拉克，并
带去了防疫物资，以援助伊拉克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华为为南非防治病毒提供
5G 技术支持， 东软医疗为非洲
国家提供了新型冠状病毒人工
智能筛查系统，以便中国专家为
当地病人远程治疗。

除此之外，我国多地侨联也
参与了疫情期间的国际援助。

对于中国此时的援外举动，
虽然大部分网友都表达了理解

和支持，但也有部分网友持有不
同意见：“中国家里的事情还没
有收拾好， 就上赶着援助外国
了？ ”“我买口罩还困难呢！ 怎么
还往外送物资？ ”对此，《公益时
报》 联合问卷网发起本次益调
查———如何看待疫情期间公益
组织参与国际援助？

调查自 4 月 10 日开始 ，截
至 4 月 13 日，共有 1013 位网友
参与了本次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63%的网友
认为在我国疫情初期，也有国家
对我们进行援助，我们应该投桃
报李， 施以援手；26%的网友表
示，我国还在面临着输入型新冠
病例增长的风险，应先集中资源
解决自己的问题；11%的网友不
赞同此时外援，主要是因为个别
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说三道
四，甚至有些国家把中国的抗疫
援助描述成所谓的外交攻势，此
时外援可能费力不讨好。

对于如何看待我国的公益
组织参与国际援助，60%的网友
认为，疫情面前无国界，公益组
织应奉行人道主义精神，应鼓励
公益组织进行国际援助；21%的
网友表示不太赞成，他们认为目
前我国社会力量还不够强大，应
该优先解决好国内面临的社会
问题。

与此同时，67%的网友表示
会为国际疫情援助项目捐款。

截至 4 月 13 日 10 时

我怎么又胖了 55：历
历在目刻骨铭心 ，20 年来
第一次感觉到中国这么强
大， 国内疫情如此严重还
能心系海外，援助他国，完
完全全的大国风范， 此生
无悔入华夏。

W 夏未觉： 建议中国
给国外有偿援助， 国外呼
吸机紧缺， 既能创收又能
办好事。

晚上喝一杯咖啡 ：办
好自己的事情， 照顾好自
己的国民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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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20年4月8日 伊利集团 500万元 支持抗疫科研攻关 钟南山院士团队

2020年4月8日 安踏集团 350万元 提供在线教育设备及资源 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2020年4月9日 以岭药业 200万元 支援国际疫情防控 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

2020年4月9日 旺旺集团 价值 300 万元
物资 关爱贫困残疾人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 � 据中新网消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南昌市
与国外友好（交流）城市、机构及国际友人开展密切合
作，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目前，江西南昌已分批向
日本、韩国、德国、西班牙、北马其顿、摩尔多瓦等国外
10 余个友好（交流）城市、机构捐赠 28 万只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