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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保险集团向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元
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一流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

� � 8月 22日， 泰康保险集团在
25 周年司庆日当天举行捐赠仪
式， 宣布向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
元。该笔捐赠将设立“武汉大学泰
康医学与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武
汉大学建设一流医学和生命科学
学科， 持续提升我国医学和生命
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

武汉市政府副市长杨军，武
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武汉大学
校长、党委副书记窦贤康，副校
长吴平、唐其柱，泰康保险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
东升，泰康保险集团总裁兼首席
运营官刘挺军等出席捐赠仪式。
据统计，本次捐赠是武汉大学历
史上受赠数额最大的一笔，也是
我国高校数额最大的捐赠之一。

据介绍， 本次捐赠的款项
将用于面向全球培养和引进相

关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 支持
优秀青年教师和科研人才，通
过建立医学和生命科学创新人
才试验班和设立泰康奖教金、
奖学金等方式培养医学和生命
科学创新人才； 聚焦前沿医学
和生命科学相关领域， 组建创
新型学术团队， 力争取得重大
科研突破； 围绕医学和生命科
学前沿方向成立研究平台，加
大科研经费和配套设施建设力
度， 致力于建设有鲜明特色的
一流医学学科。 此外，捐赠还将
支持武汉大学建立国际进修和
合作研究的机制， 包括积极推
动与国际顶尖大学和学术机构
建立合作交流和教育平台，共
同促进与海外高水平医学中心
和医疗机构的合作关系。

韩进在致辞中向泰康保险

集团和陈东升校友致以衷心感
谢和祝福。 他指出，近年来武汉
大学的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发
展速度有目共睹，学校将切实用
好捐赠资金，不断提升学科实力
和科研水平，为地方和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据悉，泰康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投身公益，回报社会，在细分
领域做深做精，构建教育、溢彩助
老、公共卫生、艺术赞助等公益板
块。其中，泰康溢彩已在全国资助
养老机构超 150 家，覆盖 35 个省
市自治区， 惠及老人 4 万名，培
训养老从业人员超 1.7万人次，资
助各类适老化设施设备超 3 万
件。 从早期开始泰康就在每年的
司庆日开展公益活动，并于 2017
年将司庆日设定为公益日。 在 25
年司庆之际，出资 10 亿元支持未

来医学、生命科学发展，体现出泰
康关切人类未来，支持国家发展，
服务大众生活的初心。

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泰康不
断提升效率，创造价值，深耕长
周期、慢回报、惠民生的医养行
业。 陈东升曾经表示，在后疫情
时代和长寿时代，武汉发展大健
康具有区位优势、 人才优势、科
教优势、医疗资源优势以及产业
基础。 未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武汉有望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
的大健康产业“第三极”，泰康支
持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武汉召

开三届，成为大健康产业门类最
齐全的博览会。

在捐赠仪式上， 陈东升表
示，泰康秉持“分享成功、奉献社
会”的司训，坚守长期主义的发
展理念，取得商业的成功，作为
世界 500 强企业， 更要回馈社
会。 泰康董事会一致全票通过向
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元人民币，
正是响应国家振兴科学教育，实
现共同富裕的号召，以公益的力
量推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
创新，助力健康中国，助推湖北
健康事业长足发展。 (皮磊）

近日，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
基金会公布“向河南灾区捐助 1
亿元” 最新使用进展：1 亿元中
的 5330 万元将通过“益校计
划”， 提供给河南全省多地共
112 所暴雨受灾学校，用于灾后
修缮。 其中，巩义市康店镇第一
初级中学、 鹤壁市浚县新镇镇
中心小学西校区两所受灾严重
学校将重点修缮， 投入分别超
过千万元； 另外 110 所学校主
要进行基础修缮。

据了解， 巩义市康店镇第
一初级中学位于康店镇康南
村。 今年 7 月， 当地遭遇持续
强降水， 水深一度高达 2.5
米，学校一层建筑因此全部被
淹，部分墙体出现开裂，办公
设备全部报废，水、电、排水等
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 鹤
壁市浚县新镇镇中心小学西校
区在遭遇暴雨灾害灾害后，出
现围墙倾斜、 地面和教学仪器

损毁等情况， 累计受损校舍
3200 平方米。

据记者了解，“益校计划”
由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联
合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
起， 是字节跳动向河南灾区捐
助 1 亿元的重点部分， 主要用
于支持因灾受损的乡镇学校进
行修缮、 资助不幸遇难或受伤
的师生。 截至 8 月 16 日，“益校
计划” 已经向在河南暴雨中受
伤的 45 名师生拨付了慰问金，
拨付资金共计 29.5 万元。

河南暴雨灾情出现后，字
节跳动公益第一时间联合各机
构筹集救灾应急物资， 并陆续
运抵灾区。 目前，河南大部分地
区的灾情已得到有效缓解，如
无特殊情况， 后续工作重心将
转向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

其中， 在过渡安置方面，
截至 8 月 16 日， 字节跳动支
持慈善组织在河南开设 18 个

“益童乐园灾后儿童服务站”。
受疫情影响，除两个有条件开
展线下活动站点外，其余都以
线上形式陪伴着孩子们。部分
站点还开通了心灵热线接听
与回访，帮助灾后儿童完成心
理重建。

灾后重建方面，除“益校计
划”外，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还
与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发起了

“益童之家”项目，未来三年内，
将在河南灾区学校打造校内课
后活动中心， 支持乡村教师或
驻校社工为河南乡村儿童，特
别是留守困境儿童， 提供优质
的校内课后服务和丰富的志愿
活动。 同时，字节跳动公益基金
会与壹基金联合发起“爱星加
油站”专项计划，为受河南水灾
及疫情影响的心智障碍家庭提
供家长喘息、心理支持等服务，
首家“爱星加油站”已于 8 月 5
日在郑州落地。 (皮磊）

全国中小学秋季开学进入
倒计时。 但河南淇县一中作为全
县唯一的公办高中，受“7·20 河
南水灾”影响，有 40000 平方米
的校园还埋在黄泥里，包括篮球
场、足球场、跑道、校园大门和道
路等体育运动和教学场地。

在河南，因惨遭水灾面临开
学窘境的学校不止这一所。 近
日，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宣布正式
发起“河南洪灾灾后教育重建支
持计划”，向河南鹤壁市的淇县、
浚县和新乡卫辉市的受灾学校
捐赠人民币 2000 万元， 重建学
校的基础设施及体育场地，让校
园尽早恢复受灾之前的生机与
活力。

据统计， 截至 8 月 9 日，河
南暴雨灾情已使全省教育系统
7139 所学校受灾，导致学校产生
大量危房及学生运动场地、设施
和器材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超 60
亿元。

“灾难会对孩子的身体和心
理造成一定影响，而体育运动是
最好的疗愈剂之一。 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和支持，让孩子们重新
回到运动场的正中央，培养和塑
造他们团结协作、抗压抗挫的精
神品质，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
战。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蔡崇信表示。
据悉，蔡崇信公益基金会通

过河南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的
2000 万元将主要用于学校房舍、
体育设施维修加固、重建以及体
育器材购置等。 主要包括浚县王
庄镇第一初级中学、浚县白寺镇
郭庄中心学校、 淇县第一中学、
淇县实验学校、卫辉市上乐村镇
二中学、卫辉市第八中学等。 受
助学校教学有序恢复后，基金会
还将积极为其提供体育教育后
续支持。

河南省教育厅和河南教育
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水
灾发生后，河南部分学校今年秋
季开学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非常
感谢蔡崇信先生对河南灾后教
育重建的关注和支持， 一定指
导、监督受助学校用好这笔爱心
善款，全力以赴帮助灾区中小学
尽快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蔡崇信公益
基金会于 2018 年注册于浙江湖
州南浔区，主要关注体育教育和
职业教育发展，帮助年轻人成长
成材。 2020 年疫情期间，蔡崇信
宣布以基金会和其所有的布鲁
克林篮网队联合名义，捐赠 25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医疗机构
和工作者抗击疫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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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信捐赠 2000 万元
支持河南学校灾后恢复

字节跳动将支持修缮
112 所河南暴雨受灾学校

康店镇第一初级中学正在修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