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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女子亚洲杯决赛
中， 中国女足逆转战胜韩国女
足， 时隔 16 年重新登上亚洲之
巅。 赛后，支付宝“十年十亿”中
国女足支持计划宣布，向中国女
足和水庆霞教练组成员奖励
1300 万元夺冠奖金。 2 月 9 日，
支付宝对外公布“支持中国女足
发展工作小结”， 系统地向公众
“汇报” 了近年来在支持女足上
的投入与成果。

2019 年， 支付宝正式启动
“十年十亿”中国女足支持计划，
以中国女足全面战略共建伙伴
的身份，为中国女足发展提供系
统支持。 据支付宝方面介绍，启
动三年来，“十年十亿”计划已累
计向中国足协拨款 2.5 亿元（因
疫情原因， 有 5000 万元预算未
使用，将拨入未来资金池）。

其中，为女足国家队参加各
大赛事提供累计超过 5000 万元
奖金和补贴，其余更多资金用于

国家队训练水平提升、教练员培
养以及青训建设、青少年女足运
动推广等方面，并且取得了一系
列成果。 如，新增女足青少年精
英赛事超 1000 场、完成 U 系列
青年国家队集训营 46 次及与重
点学校共建 40 次、援建全国 15
个女足青训中心以及完成 139
期女足青训教练员培训等。

此外，支付宝还依托科技能
力，帮助中国女足完成精英球员
筛选系统、基层教练员培训系统
和媒体数据中台建设，并且正在
开发女足球员区块链数据中台，
助力中国女足进行数字化管理
升级。

通过足球，让更多女孩尤其
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女孩享受
运动快乐， 收获更多人生可能
性，也是支付宝支持女足发展的
重要内容。早在 2017 年，支付宝
就开始资助一支来自海南大山
里的校园女足———琼中女足。通

过资金和教练资源的支持，琼中
女足成绩近年来快速提高。很多
琼中女孩因为足球获得了上大
学、进入职业俱乐部以及成为足
球教练和老师的机会，甚至进入
了国字号球队，为国出征。 而与

“十年十亿”计划同年启动的“追

风计划”———乡村校园女足扶持
项目， 目前已经为 60 支乡村校
园女足球队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支持，共计 300 所乡村学校直接
受益。

在支付宝端内，也有众多与
女足相关的公益项目，让普通人

能够更方便地通过日常低碳行
为， 表达对女足的热爱与支持。
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 三年来，
支付宝用户有近 3 亿人次通过
种植中国女足公益林、“庄园捐
蛋”及运动捐步等形式，参与支
持中国女足。

支付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姗表示，“我们支持女足的初
心，起始于蚂蚁集团一直以来对
女性的支持。 在运动领域，女足
精神曾经感动过一代人，但女足
运动一直缺少关注。我们希望通
过资金、平台、技术等各方面的
能力，从基层到国家队，体系化
地对女足发展进行支持，让更多
人关注女足，让更多女孩能够享
受到运动的快乐，通过足球获得
更多可能性。 同时我们也相信，
随着女足的普及，我们国家的女
足竞技水平也一定能水到渠成，
获得提高。 ”

（皮磊）

支付宝“十年十亿”计划启动三年
累计拨款 2.5亿元支持中国女足发展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
儿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大病
儿童救助项目”） 是由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负责，委托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
会”）组织实施，协同全国各级红
十字会和定点医疗机构执行，专
项救助白血病和先心病儿童的
公益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随着
2021 年第十批白血病儿童救助
款的拨付，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圆
满完成“十四五”开局年度目标。
从当年 7 月 28 日财政资金正式
下达，5 个月时间累计拨付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 3.29 亿元，完
成十四批次资金拨付，救助大病
儿童 11456 名， 包括 8649 名白
血病儿童、2807 名先心病儿童。

三个工作日完成
首批 3854 名患儿资助

中国红基会“大病儿童救助

项目” 十四五申报工作于 2020
年下半年启动，为白血病、先心
病等大病儿童争取国家彩票公
益金的支持。 该项目于 2021 年
6 月通过财政部审核，“十四五”
资金预算较“十三五”增长 60%，
预计救助六万余名白血病和先
心病儿童。其中白血病儿童救助
年龄由 0 到 14 周岁扩大到 0 到
18 周岁。

2021 年上半年， 在项目资
金正式下达前，中国红基会为项
目顺利开展做好全方位服务保
障，包括：按照审计署要求进一
步规范流程；根据财政部要求制
定项目资助管理办法；项目管理
系统启动正式运行和二期升级
改造； 完成项目执行手册修订；
启动年度第一批拨款前的患儿
情况信息核实工作， 覆盖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3800 余名白血病、
先心病儿童；启动本年度第一次
专家评审工作， 评审患儿 7337

名，其中白血病患儿 6233 名、先
心病患儿 1104 名；积极动员 20
家定点医疗机构参与本年度先
心病儿童筛查行动， 与 13 家达
成紧急救助合作， 预计全国 15
个市（区、县）的近 2000 名先心
病儿童将从中受益。

由于 2021 年是“十四五”
时期彩票公益金项目首个实施
年份，经过项目评审等程序，资
金在下半年下达， 实际执行只
有 5 个月的时间。 在财政部相
关司局的支持和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的统筹指导下， 中国红基
会协同全国红十字系统、 定点
医疗机构提前做好资助款下拨
的各项准备工作。 2021 年 8 月
2 日，在资金正式下达后仅 3 个
工作日， 中国红基会即完成
2021 年度第一批资助款拨付，
2064 名白血病儿童、1790 先心
病儿童获得资助。

克服疫情影响
组织大规模疾病筛查兜底
救助行动

与白血病患儿不同， 一些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并不知道自己潜
在的病情， 需要组织医疗专家团
队深入全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 主动开展疾病筛查才
能确诊、纳入救助范围。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情况下， 为保证更多的
先心病患儿及时确诊并得到救
助， 中国红基会共组织志愿服务
专家深入青海、西藏、新疆等地，
累计开展先心病患儿筛查 18次，
普筛儿童超过 40万人； 同时，开

通紧急救助申请渠道， 患儿救助
人数同比增长 14倍。

在为患儿提供救助资金的
同时，中国红基会进一步整合艺
术机构、权威媒体及爱心企业等
社会资源， 在北京和成都开展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儿
童艺术关爱之旅活动，为该项目
资助的来自北京、江西、甘肃、成
都等地的白血病患儿带来艺术
体验活动， 通过参观主题艺术
展、 参与艺术手工坊等方式，鼓
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早日恢复
健康。 同时，基金会以短视频方
式在互联网平台对活动进行推
广，让更多人了解并关注白血病
给患儿和他们的家庭造成的经
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为他们提供
更多形式的援助，帮助患儿更好
地接受康复治疗， 提高生活质
量，融入社会。

从对确诊患儿提供兜底救
助，到为患儿和他们的家庭开展
丰富的心理健康关爱活动，中国
红基会逐步完善人道救助和人
道服务体系，以行动践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切实为需要帮
助的人群增强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全国红会“一盘棋”
用心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2021 年 12 月初， 还有近
8000 万元的资助款未执行，这
既关系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年度
目标的完成，更承载着数千个大
病患儿家庭的期盼。全国红十字
会系统 3000 多个项目执行点齐
心协力、 加班加点，12 月 23 日

深夜，最后一批患儿拨款请示件
在项目管理系统提交，这场与死
神争分夺秒、救死扶伤的战争最
终取得了全面胜利。

大病患儿救助项目的高效
执行， 离不开全国红会“一盘
棋”，中国红基会近年投入开发
的大病患者救助数据系统使
“一盘棋”发挥出最大效用。 该
系统于 2020 年末试运行，2021
年正式上线， 使原本需要逐级
邮寄的患儿申请资料和医疗报
销单据可以在线提交并审核，
缩短了申报资料从递交到审核
的间隔时间， 进一步优化了患
儿资助流程。 同时，中国红基会
想方设法提高评审和拨款速
度，多管齐下，成效显著。 通过
数据系统申请救助到下拨资助
款，最短耗时 35 天，人均耗时
103 天，同比提速 60%。 从十年
前“年年积压， 完全救助不过
来”发展到患儿“当年申请，当
年获助”的现状，凝聚了中国红
基会和全国红十字系统众多工
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救助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
个家庭。从 2009 年起至 2021 年
年底，大病儿童救助项目累计获
得彩票公益金支持 18.89 亿元，
救助白血病和先心病儿童超过
6.6 万名，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33
万人（按照一家五口人计算），帮
助数万个家庭走出困境。中国红
基会还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大
病儿童募集社会款超过 10 亿
元，为防止大病儿童家庭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做出了积极贡献。

（皮磊）

救助大病儿童 11456名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十四五”圆满开局

2021 年 12 月，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
目”儿童艺术关爱之旅在北京举行（付春来/摄）

2019 年 7 月，支付宝启动“十年十亿”中国女足支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