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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金会
可以打造“集体影响力”

“一家企业的力量是有限
的， 我们希望也需要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进来， 这个联合的渠
道就是复星基金会。 ”在复星国
际高级副总裁、 复星基金会理
事长李海峰看来， 企业基金会
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渠
道， 可以保证捐赠路径的合法
性、抗疫行动的合规性，与此同
时， 复星基金会搭建了一个平
台，可以汇聚各方资源、更多力
量来共同抗疫。

在第一阶段支援国内抗疫
期间， 复星基金会通过复星全
球资源，通过全球 23 个国家的
物资筹措网络， 调运回国的物
资总量达 296.3 万件。 同时，复
星基金会还联合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
友总会、深圳武大校友会、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
扶贫基金会等 54 家社会组织、
企业及个人，携手向雷神山、火
神山等医疗机构捐赠抗疫物
资， 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有力
支撑。

随着海外疫情形势不断升
级，复星也通过全球的很多合作
伙伴，积极援驰世界各地的抗疫
工作。 今年 3 月，复星通过亚布
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联合众多爱
心企业共同发起“全球援助计
划”。 截至 7 月 15 日，复星基金
会联合龙湖、腾讯、百度、新东
方、 建业等 40 家企业， 向意大
利、美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
30 多个国家驰援抗疫物资，助
力全球抗击疫情。

李海峰表示，通过此次抗疫
行动，复星基金会在运作方面也
更加成熟，从原来的以被资助为
主的运营模式，逐步变成一个由
“被资助+自主运营” 双驱动来
运行的模式。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贫
困地区卫生系统也带了极大的
冲击， 复星基金会联合中国光
彩事业基金会， 立足已开展两
年的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
在湖北省内选定6 个贫困县作
为试点，帮助每个县提高乡村
医生防控能力、加强基层健康
防控基础，让贫困县在未来面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更
加从容地应对。

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时，企
业基金会积极参与相比以企业
自身名义参与而言有哪些优势？
在资源整合、 社会动员等方面，
企业基金会能够发挥什么积极
作用？

李海峰认为， 参与社会重
大事件时，需要企业有“集体影
响力”。 因为在一个由企业、大
众、供应链、合作伙伴、竞争者、
政府、NGO 组织所构成的生态
圈里， 企业的影响力都是单方
的， 复星一家的影响力是有限
的， 而弥补这一先天不足的缺
失， 复星基金会就为复星打造
了一种“集体影响力”的能力，

同时也展现了一个企业拥有公
信的立场。

第二，企业基金会是企业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平台，是
社会责任实际行动体系中的一
个重要的执行方。复星基金会依
托复星自身的全球采购网络及
供应链能力，联合各界力量在疫
情期间驰援国内外一线医务工
作人员，为全面打赢疫情阻击战
贡献力量。

第三， 企业基金会可以助
力企业更好地回报社会。 在这
次应对疫情的行动中， 复星基
金会从系统化、专业化、精准化
和持续性等方面开展抗疫驰援
的社会公益活动， 最大程度地
聚集资源、 最大效益地深度解
决问题， 帮助复星实现回报社
会的愿望。

抗疫专项基金有序运作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多数企业选择设立“抗疫专
项基金”， 因为专项基金具有专
人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
项使用的特点，那么，正荣集团
及泰康集团所设立的专项基金
目前的执行情况如何？

泰康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公益时报》记者，泰康设立的 1
亿元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
金的执行主要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 捐赠 1000 万元资助
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开展新冠病毒病原学及防治
研究；

第二，携手哈佛大学、武汉
大学等研究机构和医疗专家举

办“中美医疗系统应对新冠病毒
疫情”学术研讨会、“新冠肺炎中
国顶尖专家临床经验分享会”，
就疫情防治经验、 药品疫苗研
发、公共卫生建设、国际防控合
作等进行交流；

第三，投入泰康同济（武汉）
医院支援武汉保卫战。 2月初，武
汉床位等医疗资源急缺， 泰康集
团向武汉抗疫指挥部主动请战，
让投资 40亿元、建设 3年的泰康
同济（武汉）医院提前开业，成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治疗点。 截
至 4月 5日，该院在院患者人数清
零，累计收治患者 2060人，收治量
仅次于火神山医院与金银潭医院。

距离正荣公益基金会设立
抗疫专项基金已过去半年时间，
徐婧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该专
项基金除了受正荣集团委托，先

后向武汉红十字会捐赠现金 300
万元、向莆田市红十字会捐赠现
金 200 万元、向上海市闵行区教
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现金 200 万
元，还将剩下的 500 万元用于以
下五方面：

第一，开通绿色通道，以小额
资助的方式， 支持民间组织开展
补充性疫情防控。 目前，该基金已
开通两期绿色通道， 累计资助全
国范围内社会组织抗击疫情项目
37个，覆盖湖北、陕西、安徽、福建
等 10个省份，以及包含 1个全国
性普及项目。 其中，正荣公益基金
会与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共同发起珠三角社区互助防疫公
益计划，绿色通道资助款为 10万
元，将分两期拨付；

第二，支持社区抗疫，联合
物业、 居委会等各方力量，发
起“社区抗疫正荣志愿行动”，
已支持南京、莆田、上海、长沙
等地 11 个公益行动小组，开展
城市社区防疫工作； 联合福建
行业伙伴， 发起“福建村镇社
区抗疫志愿行动”， 动员绿家
园的在地环境守护者们， 帮助
泉州、 宁德、 福州等周边地区
的村镇居民科学抗疫；

第三，与多家公益组织共同
发起“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
作网络”。 基金会设立专项资金
10 万元，以支持“协作网络”开
展线上活动。目前“协作网络”已
经进入过渡重建期，主要以信息
交流和专业性探讨为主，包括对
接基金会与社区服务机构之间
的资金和其它资源的需求信息，
以推动基金会支持社区一线行
动机构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专
业和可持续的服务；

第四， 联合全国 14 个城市
的 14 家公益组织，共同发起“爱
加倍·致敬她”公益行动，通过派
送暖心包等形式， 为超过 2900
名抗疫一线女性社区工作者献
上关爱和支援；

第五， 与国内 17 家基金会
联合发起“支持湖北公益发展联
合行动”协调机制，倡导基金会
行业支持湖北公益发展，建设区
域生态。

谈及后疫情阶段企业基金
会正在开展的行动， 徐婧坦言，
正荣公益基金会目前主要开展
两个方面的资助工作：一是灾难
发生时的应急响应，为民间救灾
组织和救援队伍提供开展救援
的行动成本；二是推动社会安全
（减防灾）教育的开展。

泰康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
段更关注疫后的恢复重建，包括
捐资支持“溢彩心晴”武汉养老
机构疫后心理支持项目，通过开
展心理支持、 关爱帮扶等服务，
促进老人和养老工作者的身心
健康。泰康还向湖北贫困人口捐
赠 200 万元爱心礼包，助力湖北
疫后扶贫攻坚。

“在未来疫情结束之后，复
兴基金会针对疫情设立的专项
基金将不会继续存在，但基金会
将持续关注健康方面的议题，健
康依旧是未来重点持续关注的
领域。 ”李海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