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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汇聚抗疫爱心暖流

碧桂园，并肩携手共筑美好生活
专项基金

关怀“最美逆行者”

1月27日，国强公益基金会以
“国强关爱防控新冠肺炎医护人
员专项资金”向武汉市慈善总会
捐赠2000万元。目前，2000万医
护人员专项关怀基金已汇入武
汉市慈善总会，经多方协商，该
笔款项将定向捐赠给相关医院，
用于关怀抗击新冠肺炎行动中
的医护人员及其生活困难的或
在医护人员参与抗击疫情中给
予全力支持、表现突出的直系亲
属。其中武汉市金银潭医院200
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0万、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200万、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00万、
武汉市武昌医院200万、武汉市
中心医院200万、武汉市第五医
院100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00
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1 0 0
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西院100万、汉阳区
慈善总会100万、蔡甸区慈善总
会100万、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社会发展局100万、武汉市
儿童医院50万、武汉市江夏区红
十字会50万。

同日，国强公益基金会以
“国强关爱防控新冠肺炎医护人
员专项资金”向广东省卫健委捐
赠的首笔1000万资金使用于广
东赴湖北医疗队421人补贴，补
贴标准为1万元/人，其家属慰问
的标准是6000元/户，其余资金
用于一线疾控中心的补贴，涉及
92个县超1000人；第二笔1000万
元按照每人6000元的标准，对广
东支援湖北医疗队剩余的2039
名队员发放慰问金。捐赠500万
到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用于
关爱广东医疗队员和家属，为
2 3 8 2 名 队 员 家 庭 ( 服 务 家 庭
15421户次)提供蔬菜和杂粮共
34864箱，在三八妇女节为广东
赴湖北医疗队送去1600份“健康
呵护包”。同时，为贯彻落实共青
团中央发起的“同舟共济、青春
偕进”关爱帮扶受新冠肺炎疫情
直接影响的青少年特别行动总
体要求，国强公益基金会响应党
中央和团中央号召发起“阳光自
强学业爱心包”项目，向光华科
技基金会捐赠40万元，用于资助
帮扶受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影响
的青少年。同时，国强基金会还
捐赠320万元对广东社工“双百
计划”中部分参与疫情防控的社
工进行补贴。

“2月3日，国强公益基金会
向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捐赠550

万元，设立疫情防控志愿者关爱
基金；2月4日，中国青年志愿者
协会将210万元支持资金拨付广
东团省委。2月5日，中国青年志
愿者协会将120万元支持资金拨
付湖北团省委。”爱心暖流的汇
聚没有片刻停歇，2月6日，碧桂
园为湖北采购2 2 0万元防疫物
资，2月10日，第一批2万个N95/
KN95口罩、1500个护目镜、6000
套防护服发抵湖北，有效助力当
地疫情防控工作。

物资设备

助力一线抗“疫”

面对防控一线物资紧缺的现
状，碧桂园集团及时筹措，积极助
力，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碧桂园
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必胜决心。

“2月1日，碧桂园集团第一批
抗疫物资60吨消毒片运抵湖北，
同日，1 . 75万只医用口罩全部送
达火神山基地；50万双一次性医
用手套送抵湖北省各地医院；2月
2日，50吨医用消毒液由武汉市物
业管理协会签收，50万双一次性
医用手套加紧分发至湖北咸宁、
孝感、赤壁等地；2月5日，4万双专
业医用手术手套已捐赠给湖北；2
月8日，70箱含氯消毒片已捐赠给
湖北；2月9日，30吨医用消毒液捐
赠到湖北。2月9日，国强公益基金
会向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捐赠75
万元，用于5000套防护服捐赠款，
防护服计划捐赠到湖北随州等
地。2月21日，碧桂园集团通过国
强公益基金会向湖北省紧急捐赠
的201吨75%医用消毒酒精从新
疆发车，陆续送抵湖北省武汉、随
州、荆门、孝感、鄂州、宜昌、黄冈、
咸宁等多个城市，用于缓解抗疫

一线医用酒精紧张的压力。”一面
是防疫物资的及时送达，一面是
医疗设备的快速运抵，无论是在
防控一线还是在直面疫情的前
沿，都凝聚了碧桂园人的浓情厚
意。

2月16日，碧桂园宣布通过国
强公益基金会向湖北捐赠总价值
2000多万元的高端医疗设备。同
时，经碧桂园与华大智造商定，华
大智造将按1：1的比例配捐检测
试剂盒，因此双方本次共同捐赠
的试剂盒将达到6 . 8万人份。2月
20日，碧桂园集团通过国强公益
基金会捐赠的2000个医用护目镜
抵达湖北赤壁，物资由赤壁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接收，用于支援抗疫一线医务工
作者。

近日，在广东团省委统筹指
导下，碧桂园集团、国强公益基金
会联合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采购了25台呼吸机、10台高流
量氧治疗仪、53台血氧仪以及麻
醉机、可视喉镜等合计价值400多
万元的医疗设备定向捐赠给湖北
荆州的医院。

“3月4日，为保障顺德区复工
复产，碧桂园集团向顺德医院捐
赠赛默飞7500实时荧光定量PCR
仪1台、NX-48全自动核酸快速提
取系统1套，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
剂10000份及各类防疫物资，为打
好顺德区防疫阻击战贡献微薄之
力。”5 . 2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
罩、2 . 3万只N95医用型口罩、40
万双一次性医用手套、1177床羽
绒被、100万元的生活物资、1600
份“健康呵护包”等各类防疫物资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源源不断地运
送到广东各地防控一线和工作人
员手中，助力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的开展。

专项采购抗疫

扶贫两不误

2月21日，14辆共满载240吨
农产品的大货车分别从广东、河
北、河南、江西、内蒙古等地一同
出发，千里驰援湖北。这是碧桂园
在全国8省16县采购的首批扶贫
农产品，涵盖蔬菜、蛋肉共34款，
链接贫困户1800多户共5000多
人。首批捐赠的240吨农产品计划
送往湖北3家医院、1个隔离点、3
个指挥部，将有近5000人受益；同
时送往武汉市内超过50个社区，
其中有20余个廉租房、公租房和
老旧小区，将有近6万户家庭受
益。2月25日开始，19辆共满载472
吨扶贫农产品的大货车陆续从广
西、青海、陕西、内蒙古等地发车，
继续驰援湖北。这是碧桂园集团
通过国强公益基金会在全国9省
14县采购的第二批扶贫农产品，
共惠及3300多户共10000多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这批物资将捐赠
给武汉、荆门两地的4家医院、1个
指挥部等抗疫一线。同时将发往
湖北8个城市超30个社区，将有约
5万户居民受益。

3月3日开始，第三批18辆共
满载258吨扶贫农产品的大货车
陆续从全国各地发车驰援湖北，
这批扶贫农产品约30款，采购自6
省17县，共链接贫困户21096户5
万余人，惠及湖北荆州、孝感、潜
江、天门、鄂州、恩施、襄阳等城市
超过50个社区约5万住户，湖北当
地3家医院、11个抗疫指挥部。
据了解，截至3月10日，已下单采
购来自全国18省47县的扶贫农产
品164款，合计1614 . 35吨，链接贫
困户42944户超10万人，捐赠给湖
北及其他省份抗疫一线。其中，碧
桂园集团、国强公益基金会“保供
给，防滞销”采购专项行动开展半
月有余，已运送三批来自全国15
省18县共972 . 5吨扶贫农产品支
援湖北，送往湖北省内13个城市
超150个社区，超20万户居民受
益；同时捐赠给武汉、随州地共10
家医院、15个指挥部等抗疫一线。

文/张超

这个冬天，注定难忘。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

了这个春节的静谧与祥
和，从长江岸到珠江畔，牵
动着每个碧桂园人的心。
万家灯火的除夕夜，碧桂
园迅速投入到这场众志成
城的没有硝烟的斗争中，
累计2亿元的抗疫基金，口
罩、防护服、护目镜等一批
批的急需医疗物资、全球
资源采购平台的启动等汇
聚成一股强大得爱心暖
流，源源不断地涌向抗疫
一线。

截至3月11日，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基金整体已使
用1 . 87563亿元，其中，向各
类机构捐款5410万元，医疗
设备、医疗物资、生活物资
等 物 资 捐 赠 货 值 合 计
13346 . 3万元。一件件物资、
一项项举措的及时响应，
迅速落地充分彰显出碧桂
园努力践行社会责任的使
命担当和与广大民众共筑
美好生活的企业愿景。

眼下，渐浓的春意与
日现的繁华，见证了这一
季你我携手并肩，无畏向
前的美好模样。

2月14日下午，碧桂园集团
通过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赠的首
批全自主研发的集装箱煲仔饭
机器人顺利运抵武汉，这款集
装箱煲仔饭机器人每小时能出
品100-120份煲仔饭，可实现全
天候24小时不间断、无人化全
自动出餐，将有效降低传染风
险，缓解医护人员无法用餐或
用餐不及时的问题，为一线医
护和隔离人员免费提供煲仔饭
配餐服务。截至2月28日，该机
器人设备已累计生产近1000份
煲仔饭。

2月28日下午，碧桂园集团
通过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赠的第
二批全自主研发的集装箱煲仔
饭机器人装车启程，并于2月29
日抵达湖北新冠肺炎救治定点
医院鄂州市第三医院，免费为
医护人员提供24小时煲仔饭配
餐服务。同时碧桂园旗下千玺
机器人餐饮集团调拨10000份
煲仔饭原料食材和包装材料同
车运往湖北鄂州。

科技关怀
煲仔饭机器人
助力一线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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