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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上海疫情：

社会捐赠收入 3.76亿元，捐赠支出 3.50亿元

社会捐赠收入及支出均超
3.5 亿元

记者从上海市民政局官方网
站了解到，截至 4 月 13 日，上海
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收入已达 3.76
亿元，捐赠支出已达 3.50亿元。其
中：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
累计 1.29 亿元， 包括资金收入
8939.51 万元， 物资折款 3938.48
万元； 捐赠支出累计 8702.56 万
元， 其中资金支出 4764.08万元，
物资支出 3938.48万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
简称“联劝公益”）、上海市职工
帮困基金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等三家开展公开募捐活
动 的 基 金 会 捐 赠 收 入 累 计
1405.34 万元， 其中资金收入
455.11 万元，物资折款 950.23 万
元；捐赠支出累计 1316.69 万元，
其中资金支出 366.46 万元，物资
支出 950.23 万元。

其他 162 家基金会捐赠收
入累计 2.34 亿元，其中资金收入
1.06 亿元， 物资折款 1.28 亿元；
捐赠支出累计 2.50 亿元，其中资
金支出 1.09 亿元，物资支出 1.41
亿元。

针对上述数据中物资捐赠
支出大于物资捐赠收入的情况，
上海市民政局在公开信息中也
进行了回应： 出现这种情况，主
要是由于有的基金会从历年结
余的资金中安排。

此轮疫情大额捐赠不多见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公布的
数据显示， 在此次疫情捐赠中，
社会各界抗疫物资的捐赠意愿
和频次较高，援助生活用品的比
例远大于医疗物资。 同 2020 年
疫情捐赠相比，此轮捐赠中大额
捐赠并不多见。

截至 4 月 12 日，该基金会捐
赠 50 万元及以上金额的有 43
家，捐赠 500 万元及以上的仅有
三家。 其中：中芯国际集成电路
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捐赠 1000
万元，用于为上海市养老院和方
舱医院购买消毒设备；西鑫飞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1000
万元，用于抗疫援助；海柘中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900 万元，
用于慰问奉贤区医务人员和公
安干警。

记者从联劝公益方面了解
到， 疫情发生后， 该基金会于 3
月 13 日正式启动“守护上海抗
疫济困专项行动”，联合企业、公

众、 社会组织进行资源募捐、资
源对接，定向支援医院、高校、街
道等一线单位进行疫情防控工
作。

据介绍，联劝公益第一阶段
主要开展定向募捐，第二阶段进
行公开募捐， 公开募捐项目于 3
月 23 日在联劝网平台上线。 截
至 4 月 12 日 18 时，基金会累计
收 到 3373 笔 捐 赠 ， 总 金 额
942554.67 元。截至 4 月 12 日，基
金会共接收抗疫相关善款超
374.40 万元，累计抗疫相关公益
善款支出 314.05 万元；累计捐赠
物资 94 批次， 价值约 261.47 万
元。截至目前，联劝公益为 149
家单位 428334 人次上海市民和
抗疫工作者提供支持。

联劝公益秘书长郑依菁告
诉记者，联劝公益发起公开募捐
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
要是针对医疗医护类的， 如医
院、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以及
援沪医疗队等； 第二是街道、社
区、小区等；第三是面向高校群
体。 募集的内容主要包括防护物
资、食品、应急物资及一线人员
关爱物资等。

“目前基金会的主要工作还
是募集资金及物资采购。 其实一
开始，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上
海还需要外界捐赠，所以那个阶
段的捐赠主要是以上海本地的
资源和捐赠人为主。 后来因为上
海居民的需求比较大，有越来越
多的来自其他地区捐赠方开始
关注上海。 ”郑依菁表示。

既是考验也是契机

除了募集善款及物资，以基
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还以多
种形式参与到此次疫情防控工
作中。

面对此次疫情，上海享物公
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享物公
益”） 主动发动机构员工和志愿
者团队就地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对接志愿者反映的急难事宜。 享
物公益副秘书长陈茹辛表示，相
比而言，来自公益行业的志愿者
明显体现出更高的志愿服务素
养、更好的心态和更强的抗压能
力，面对负面情绪和舆论，他们
表现得更加积极。

陈茹辛说，“通过这样的事
情，我从团队伙伴身上切实感受
到公益人的不同。 大家之所以选
择公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有
一份初心，而不仅仅是把它当成
一种职业。 各种问题考验着这座
特大型城市的管理，广大志愿者

成了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他们身上也充分体现出了市
民的互助与担当。 ”

4 月 12 日，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发布
致全市各级社会组织及从业人
员的倡议书，其中提到社会组织
及从业人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参与此次疫情防控， 包括：开
展志愿服务； 主动链接资源，充
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特点，如
提供心理疏导、 困境儿童照护、
独居老人关爱、紧急救援等专业
服务；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桥
梁纽带作用， 汇总行业信息，协
助解决困难； 主动传递社会温

暖、消除恐慌情绪等。
在以往重大社会公共事件

面前，广大社会组织积累了丰富
的应对经验， 在此次上海疫情
中，社会组织的作用也再次得到
高度重视。 此外，有效链接社会
资源、联动多方参与，也是社会
组织最为明显的优势之一。

在此轮疫情中，上海市社会
工作协会号召全市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联动社区
志愿者为社区内困难群体等提
供防疫援助、生活救助等支援服
务，发布上海社工应急服务团召
集令。 上海市累计投入 8000 多
名医务社工、社区社工、儿童社
工等，在各自机构、社区、园区开
展防疫宣传、心理疏导、情绪支
持、保障支持等专业服务。

另据记者了解，4 月 12 日，
新天钢集团联合北京慈弘慈善
基金会，通过复星基金会向上海
捐赠 50 万元， 用于疫情防控一
线的社区支持与消杀。 其中包含
1000 份社区志愿者支持包，可支
持约五个 3000 人规模小区各发
动 30 名志愿者（合计约 300 人）
开展一周防疫工作；400 份专业
消杀队员支持包，可支持约五支
消杀小组，每组 12 人（合计约 60
人）开展一周专业消杀工作。

此外，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
还将联合复星基金会与上海各
街道、社区、救援队紧密协作，确
保物资精准匹配到有需要的社
区，确保捐赠的物资援助支持志
愿者开展服务工作。

对公益行业而言，此次疫情
既是一次重大考验，也是一次锻
炼契机。“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面前，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
与公益。 比如，我们很多捐赠人
都在自己的社区做防疫志愿者。
这是一个契机，让更多人开始从
关心自己到关心社区、 关心邻
里、关心社会，为美好社会贡献
一份力量。 ”郑依菁表示。

目前，上海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社区传播尚没有得
到有效遏制，且外溢多省多市，疫情防控形势仍非常

严峻。 疫情之下，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在筹
集善款及防疫物资、开展弱势群体帮扶、社区关爱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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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天钢集团捐赠 50 万元驰援上海， 用于疫情防控一线的社区
支持与消杀

享物公益小伙伴担任社区抗疫志愿者（图片来源：享物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