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 河南洪灾发
生后 ， 慈善

组织通过互联网为灾区募集
了大量善款。

方德瑞信发布的 《2021
年河南洪灾互联网筹款数据
跟踪与分析》显示，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 8 月 10 日，慈善组
织在 15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
平台累计上线 384 个募捐项
目，累计筹款总额超 15 亿元，
捐赠人次达 3144.56 万次。

这其中， 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的表现十分突出，《公
益时报》曾在 8 月 3 日以‘河
南水灾互联网筹款超 1.5 亿
元 ， 这家基金会将如何应
对？ ’为题进行报道。

《公益时报》记者从基金
会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
至 9 月 27 日 15：00， 基金会
共收到约 576 万笔爱心捐赠，
募集资金约 16117.08 万元 ，
其 中 现 金 约 16053.71 万 元
（其中来自互联网的善款近
1.6 亿元），物资 63.37 万元。

其筹款额约占河南洪灾
互联网筹款总额的十分之
一， 捐赠人次占总捐赠人次
的近五分之一， 对基金会来
说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网
友的爱心以及社会的关注是
压力也是我们的动力。 ’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赵本
志表示。

那么 ， 距离洪灾发生 2
个月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些
善款有没有被使用出去 ，具
体是如何使用的 ？ 《公益时
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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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水灾超 1.6亿元善款使用进度已达 85%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是如何做到的？

支出资金已达 85%

河南水灾发生后，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在支付宝公益、腾讯
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易宝公益、
水滴公益、轻松公益等互联网公
开募捐平台先后上线了 10 个救
灾筹款项目。

与其他慈善组织重点关注
受灾群众不同，“我会主要关注
医疗卫生领域，前期应急救助阶
段我们购置了一些灾区所需的
生活必须品，重建阶段我们重点
依托基金会的特质，主要进行医
疗卫生、防疫消杀以及灾后重建
方面的救助。 ”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副秘书长宋宏云表示。

基金会在筹款文案中明确
写道：我们将依靠省市县三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下辖医院
的受损情况，进行申请，我会将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资助。

基金会通过多方了解，此次
水灾中县级及县级以下医院的
受灾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许多设
备都损坏了，出现了很大的设备
缺口。

“我们一开始在设计项目的
时候定位就是针对卫生健康系
统，在募捐的时候我们就明确说
明了。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社
会联络部部长吴小兵表示。

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 9 月 27 日 15:00， 基金会已完
成采购支出约 13641.23 万元，占
总募款额的 85%。

这其中除了冲锋舟、发电机、
卫星电话、 生活用品等紧急救灾
物资和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之外，“作为国家卫生
健康委直属联系单位， 我们充分
发挥卫生健康系统优势， 为 109
家医院捐赠了价值 1 亿元的
DR、CT、彩超等医疗设备及防疫
物资， 满足了基层群众日常医疗
迫切需求， 有效助力受灾医院做
好灾后重建。 ”吴小兵表示。

据吴小兵介绍， 截至目前，
基金会已经采购医疗设备 3 批
次，采购防疫物资 2 批次，“每一
批采购都吸引了不少供应商响
应， 价格也比较具有竞争性，不
仅为受赠医院采购到了质优价
实的设备，竞争性的价格还惠及
了更多的受赠医院。 ”

目前，这些物资已经陆续到
货。 吴小兵表示，因为设备采购
等工作涉及质保金等费用，实际
拨付资金少于已完成采购支出，
基金会将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及
时拨付。

“剩余资金将继续用于灾区
医疗设备及防疫物资捐赠、受灾
女性及家庭救助、灾区社区灾害
抵御能力建设等工作，相关工作
进展将在各公募平台实时更
新。 ”吴小兵表示。

打破部门职责界限

两个多月时间，不仅筹集了
超过 1.6 亿元的善款， 使用进度
也达到了 85%，基金会是如何做
到的呢？

水灾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动

员各业务部门根据各自的分工
及项目重点紧急上线不同救援
项目的同时，“我们参照去年在
抗击新冠肺炎期间的成功工作
模式，打破部门职责界限，组成
需求组、采购组、信息组，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工作链条来执行所
筹善款。 ”吴小兵强调。

据吴小兵介绍， 需求组主要
负责通过医疗卫生系统、 慈善组
织、 救援队等收集汇总核验确认
受灾地区的具体需求； 采购组根
据需求组提出的需求通过比价、
招标等不同方式进行采购， 并与
中标人和受助医院进行对接；需
求组和采购组每天的工作信息
15:30 前要提交到信息组，信息组
形成公开披露材料每天通过官
网、公众号等渠道进行发布，在互
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进行信息公
开，回复网友质疑，并定期上报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管理部门。

“信息公开是我们必备的，因
为这个是公众募款， 老百姓要知
道我这个钱你到底干啥了？ 这次
捐赠人次太高， 筹款期间我们要
求每三个小时要梳理一下网友留
言并马上回复。 ”吴小兵强调，“从
7 月 26 日开始，基金会定期在官
网、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中发布参
与河南汛情援助工作简报， 并接
受大众监督和问询。 ”

此外，基金会还征求了国家
卫生健康委财务司的意见，对接
收和使用河南防汛救灾捐赠款
物进行全程审计和监督。“我们
邀请了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及
评估机构对河南汛情援助工作
进行专项审计和评估，审计报告
及评估报告将在基金会官网及
时发布。 ”吴小兵强调。

积极借助“外脑”

由于卫生健康工作具有高度
的专业性， 为使相关工作及时高
效、有序合规，基金会在整个项目
执行过程中积极引入了卫生健康

系统的资源。“我们的项目是围绕
卫生健康工作来开展的， 所以主
管部门给我们的支持力度也是比
较大的。 ”吴小兵表示。

在确定需求方面，基金会一
方面组织人员赴河南现场考察，
同时通过公开渠道接收社会各
界的求援信息，一方面通过国家
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协调，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统筹汇总并申报受
灾医院受赠需求，以实现精准对
接的目标。

基金会在收到相关需求后，
还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的
指导下，依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的专业力量确定需要采购的医
疗设备等物资的参数、价格等。

在物资采购方面，基金会请
示了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后
实施了紧急采购。 参考中国招标
投标协会发布的《非招标方式采
购代理服务规范》， 并听取专家
建议采取了询比采购方式，委托
中钢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采
购。“我们所有的流程必须是合
规的。 ”吴小兵强调。

“我们要求应标产品的技术
参数必须是中高档的，价格要最
低， 服务要满足一定的年限，这
些在招标文件中都写明了。 ”吴
小兵强调，“很多厂家都是自投
的，而不是通过代理商，最终应
标的价格比政府的采购价还低，
采购的数量也多。 ”

保证物资有效使用

受灾医院需要的医疗设备，
基金会在采购的时候明确要求
中标单位将设备安装到位。 由于
医疗设备的安装需要相应的安
装环境，所以一般是受助医院条
件具备后，基金会才会通知中标
单位将设备运输到受助医院进
行安装。

据吴小兵介绍，采购的绝大
部分医疗设备已到位并投入使
用，个别品类设备的性质和使用

方式不同，已经采购的物资将根
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分
批到位。“环境到不了那个程度，
如果把设备运过去就需要存在
医院库房，之后再安装涉及到二
次搬运又会产生费用。 ”吴小兵
强调，“等医院的环境允许安装
了，则必须安装到位。 而一次安
装是不收费的。 ”

应急救援阶段的物资， 基金
会要求供应商将物资运输到当
地， 同时基金会会联系同属卫生
健康系统的地方计划生育协会以
及一些地方社会组织进行接收，
并负责发放到位。“发放完需要给
我们提供照片、发放表格、领取记
录等反馈材料。 ”吴小兵表示。

强化捐赠人服务

由于基金会此次河南水灾
救援的善款主要来自互联网，且
捐赠人次高达 576 万，救灾的同
时，如何回应捐赠人成为基金会
的工作重点。

据吴小兵介绍，基金会收到
了大量的意见反馈，主要有以下
两类：一是由于这些项目更多面
向医疗卫生领域，收到了不少关
于医患纠纷、对目前医疗收费不
满的意见；二是对项目执行方向
存在质疑的，认为医院是很有钱
的单位，不该给医院捐赠，还有
部分人员表达了对政府部门的
不信任。

“如何回应舆情是很考验
我们的， 我们首先是依照相关
法律向公众进行解释， 同时也
将公立医院面对的困境、 资金
运作模式进行解释， 对不信任
政府工作的我们也依据法律向
他说明了他有监督权的事宜。 ”
吴小兵表示。

除此之外，“有很多疑似主
播的人员进行捐赠获取捐赠证
书后，或在直播间捐款后，以各
种原因要求我们退款，对我们的
工作造成极大的挑战。 我们在依
照法律的同时，考虑到一部分爱
心人士操作不当、使用软件不熟
练，甚至是冲动捐赠等，我们请
申请退款的爱心人士提供捐赠
证明和承诺书后进行了退款。 ”
吴小兵表示。

“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还
是要做好公开透明， 尤其我们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收到来自
社会各界的爱心善款超过 1.6
亿元，‘怎么用’‘花在哪儿’‘给
了谁’ 都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交
待给每一位捐赠人的。 ”吴小兵
强调。

吴小兵表示，基金会在每一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都按照
真实、准确、及时三个原则进行
了信息披露———采购的公告披
露出来， 让捐赠人知道“怎么
用”，采购成交的公告披露出来，
让捐赠人知道他们的捐赠“花在
哪儿”， 受赠的医院清单披露出
来让捐赠人知道“给了谁”。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