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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娟

1月 29日 14时许，一辆厢式货
车日夜兼程，抵达武汉市武博仓库，
车上装着价值 1000 万元的注射用
阿奇霉素，由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原定这批物资是今天（29日）
中午到武汉，但路上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有延迟。”普利制药京津地区
负责人张亚平说。根据安排，该批
药品将由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
部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统一调配发放
至指定的定点医院使用。

截至 1月 28日 12时，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共接收捐赠物资价值
3899.78万元。其中，已向武汉紧急
调拨 7批应急物资（价值2704.62万
元），由当地指挥部统一分配给最需
要的医疗机构等单位，另有价值
500.24万元药品按捐赠方意愿统筹
分配并运抵其他疫情发生省份。

“把药品及时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疫情发生后，因为前线用药紧
张，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红十字会捐
赠该批药品。阿奇霉素是武汉同济
医院目录里提到的应急备选药品，
是一线急需的。”张亚平介绍。

根据同济医院专家组制定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介绍，对于轻症患
者，建议根据患者病情静脉或口服
给予针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抗菌药
物，如阿奇霉素或莫西沙星等。

“阿奇霉素对于防止轻症患者
病情进一步恶化能起到非常重要的
阻击作用。”张亚平介绍，捐赠过程
中，红十字会与卫健委及有需求的
医院进行沟通，提前制定发放计划；
企业负责找到高效率的配送系统，

“把药品及时地送到需要的医院、患
者身边，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目前，普利制药已通过各地红
十字会、卫健委向湖北、贵州、湖南
等全国多个疫区累计捐赠价值超过
1400万元药品，后续还将捐赠药品
价值超过920万元。“我们会持续关
注疫情发展，如果有必要，公司还会
对相关物资进行保障。”

“跟踪关注物资和款项使用情况”

“物资已经出发，第一批价值
150 万元的处方药拜复乐今天（29
日）下午 4 时已经运抵湖北省孝感
市卫健委，由他们统一分配给急需
的定点医院；第二批价值 500 万元
的非处方药散利痛等预计明天下午

4点到达孝感。”拜耳（中国）有限公
司公共事务副总裁高勇介绍。

“此次捐赠通过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进行，捐赠的药品均为一线医
疗急需的药品。如力度伸、散利痛
是增强免疫力和减轻疼痛的，拜复
乐则是国家医疗专家组推荐的肺炎
治疗用药，均属于急需品。”高勇介
绍，通过红十字会了解到，现在捐赠
比较集中的是给武汉，但整个湖北
都有需要。“湖北省统一调运，根据
各地的需求进行分配，所以我们这
批物资定点分配给孝感市。”

除了药品，拜耳中国还定向捐
款 450 万元，指定用于购买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用品，“医院需要什
么，他们才可以买什么。之后红十
字会会给我们出具款项具体如何
使用，用在哪里，我们会一直跟踪
关注物资和款项的使用情况。”高
勇说。

密切关心物资发放情况的还有
华北制药制剂药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宋凤肖，她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
接，负责华北制药此次捐赠给湖北
价值100万元的药品运送工作。

“我们的物资还在路上，预计
明天（30 日）抵达。”宋凤肖说。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向湖北省红十字
会和武汉市红十字会发了调拨函，
武汉市红会与市卫健委联系，预先
根据当地医院需求制定好发放清
单，物资一到就按照清单发往定点
医院。

华北制药捐赠的药品包括阿莫
西林胶囊、头孢曲松等，均为指南中
的推荐用药，也是一线需求量较大
的药品，“包括火神山医院也跟我们
预订了阿莫西林卡拉维酸钾等药
物，我们是根据指南和临床需求做
出的捐赠。”宋凤肖说，武汉市红十
字会之后将会把药物发放明细反馈
给华北制药，“这是我们的捐赠协议
里的约定”。

“优先保障医护人员”

只有满足一线医疗的需求，才
能有效防控疫情。1月 25日，圣湘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通过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获得医疗器
械注册证书，并投入生产。这对一
线疫情防控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圣湘生物捐赠物资已分别于
25 日晚、27 日下午运抵武汉，目前
部分捐赠物资已在5家疫情防控医
疗机构使用，其余物资将陆续在其
他6家疫情防控医疗机构使用。”

29日下午，圣湘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一线负责物资发放的工
作人员介绍，这些物资将为疫情防
控提供快速、简便、精准、高通量的
核酸检测方案，有效助力识别疑似
病例特别是隐性感染者，快速分流
患者，防止交叉感染，避免更大范围
的疫情扩散。

如何预防同样重要。1 月 22
日，获知疫情第一时间，石家庄以岭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到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捐赠了价值 1000万元的
连花清瘟胶囊，用于各地疫区防控
使用。连花清瘟胶囊同样属于国家
医疗专家组推荐的预防用药。

“22 日当晚，公司派出一辆专
车，运送价值 200 万元的 338 件物
资，第二天送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
由他们发放给需要的医院。”以岭药
业连花清瘟全国品牌市场负责人赵
军红介绍，原本第二天计划再派两
辆专车运送物资，但司机去了之后
无法返回，因此只能通过红十字会
和中国邮政联系，请他们免费运送
捐赠物资。“第二批价值300万元的
507 件物资也在昨天（28 日）送到
了。”

除了供给武汉的物资，以岭药
业还向河北、上海、广东等 22 个有
疫情发生的省份捐赠了价值500万
元的物资。这部分物资经由铁路及
包机发送，全部在27日运抵。“由当
地红十字会和以领药业当地的负责
人接收，运送到指定地点，大部分省
份都直接给了定点医院，优先保障
医护人员。”赵军红说，河北省直接
将物资发放给了石家庄第五医院，
它是石家庄的定点收治医院。

大批社会捐赠应急物资源源不
断运往湖北

除了总会机关层面，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和各地红十字会也积极行
动，向武汉等疫情地区运送应急物
资，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27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向湖北黄冈紧急调拨100万只医用
外科口罩。该批物资从安徽一家企
业采购，由山东潍坊发出。“我们至
今仍在千方百计寻找可以供应符合
医学标准的N95口罩、防护服等防
护用品的厂家，但大多都处于缺货
状态，产能十分紧张。”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工作人员说。

同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还向
武 汉 市 红 十 字 会 拨 付 资 金
3278.4514万元，定向支持武汉火神
山医院建设；派出工作组携带 100
台汽油二冲程弥雾机和5万瓶消毒

药水抵达湖北宜昌，协助当地政府
展开社区防疫消杀工作。此前，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已向湖北省红十字
会拨付 300 万元，用于采购防护用
品、消毒设备等防控物资。

27 日、28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
金分别资助两批23名医务工作者，
每个人获得 10 万元人道救助金。
根据资助规则，为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而确诊感染，经
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条件的一线医务
工作者，每人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而因公殉职的一线医务工
作者，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条件，每
个家庭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100 万
元。

“符合本基金救助条件的，由申
请人或其直系亲属填报申请表，经
就职医院或防疫服务所在医院盖章
后，向基金办公室提出救助申请；接
到救助申请后，基金办公室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核后，按照基金资助标
准提出建议，提交管委会决定；根据
管委会审批的资助方案，由中国红
基会按照规定从专项基金账户向被
救助对象账户拨付救助资金。”中国
红基会相关负责人说。

28日，洽洽食品（泰国）有限公
司通过安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捐赠
的 107115 只 防 疫 口 罩 ，价 值
4288431.05 泰 铢（折 合 人 民 币 为
966733.78 元），在庐州海关工作人
员协助下，迅速办理通关手续，紧急
驰援武汉。

同期，昆药集团携手昆明中药、
昆明贝克诺顿通过云南省红十字会
捐向湖北省红十字会的第一车应急
药品（价值 150 万元），连夜运抵咸
宁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红十字会根据江西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统一部署，拨付 600 万元
向省指挥部定点物资收储平台江西
南华医药有限公司采购了一批红外
线测温仪，投放至火车站、机场、公
交总站等人群流动密集区域。

辽宁省大连市红十字会接收大
连奇正电子有限公司捐赠的首批肺
炎 疫 情 防 控 物 资 ，包 括 2000 个
DD02V-N95 口罩及 100 个 EE-11
护目镜，全部由大连市卫健委统一
调配发往疫情防控一线。

重庆、山西等省市区红十字会
也快速行动，紧急采购医用防护物
资和消毒用品，积极支援疫情地区
防控工作。

各地红会积极行动，公路、铁路、空运日夜兼程，优先满足一线需求

捐赠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武汉
本报讯 （宗红）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17 时，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
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 84972.32
万元。其中，接受资金 65695.81
万元，物资价值 19276.51 万元。
所接受的捐赠资金和物资按照疫
情防控需要及捐赠方意愿安排使
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接受
捐赠款物11961.46万元。其中，接
受资金 8028.78 万元，已安排使用
8028.78 万元，用于援建承担防控
救治任务的武汉雷神山医院、武汉
火神山医院900万元；用于湖北、山
东、浙江疫情防控 1250万元；用于
武汉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人道救助
100万元；协议采购防控物资1749万
元，计划采购防控物资 4029.78 万
元。接受物资价值3932.68万元，已
运抵湖北武汉、十堰、孝感及其他

22 个省市的物资价值 3900.76 万
元，启运发往湖北武汉的物资价值
31.92万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接受捐赠
款物73010.86万元。其中，接受资
金 57667.03 万 元 ，已 安 排 使 用
57667.03万元，设立专项救助项目
用于武汉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人道
救助 28176万元；用于援建承担防
控救治任务的武汉雷神山医院、武
汉火神山医院、黄冈市中心医院
14383.50 万元；已购买防控物资
4135.64 万元，协议采购防控物资
5075 万元，计划采购防控物资
5896.89 万 元 。 接 受 物 资 价 值
15343.83 万元，已运抵湖北武汉、
黄冈的物资价值 2610.96 万元，运
抵浙江杭州的物资价值 168.09万
元，启运发往湖北武汉、黄冈、孝
感、咸宁的物资价值8360.68万元，
启运发往北京、河北的物资价值
4204.10万元。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受使用疫
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8.4亿元

本报讯 （宗红）1月 30 日，在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积极协调和大
力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上
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签署了采购
55辆负压救护车协议。该批救护
车将于近日完成生产并发往湖北
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工作一线。

此前，为将公众爱心尽快转化
为疫情防控一线急需的医疗物资，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建立了疫情防控物资保障联
动机制，畅通社会捐赠资金采购疫
情防控急需物资渠道。在此机制

下，根据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需
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一时间紧急
组织上汽大通等国内企业生产负
压救护车，协调安排厂家在节日期
间抓紧生产。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表
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支持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采购防护服、负压救
护车、医用口罩、红外线测温仪等
疫情防控急需物资，并尽快发往疫
情防控一线，确保打赢这场全民防
控攻坚战。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上汽大通
签署55辆负压救护车采购协议

本报讯 （宗红）春节期间,因
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红十字会
捐款数量剧增。为保证红十字会
捐赠电子票据系统能够支撑超大
数据批量操作，总会及用友公司工
作人员连续奋战7个昼夜，确保需
要票据的捐赠人能尽快收到电子
捐赠发票。

1 月 25 日，大年三十，为及时
准确地向爱心捐款人士反馈捐赠
信息，保证社会捐赠款物的公开透
明，总会筹资与财务部向用友公司
提出援助申请，由用友政务公司副
总裁李鑫牵头，协同用友集团发票
云、服务运营部、政务总部平台成
立专门项目组，为红十字会网上捐
赠业务处理保驾护航。

除夕夜，千家万户围坐在餐
桌前吃年夜饭，共同观看春节联
欢晚会 ,用友公司以马文宁为代
表的六名小伙伴却度过了一个最
忙碌最难忘的除夕夜。通过视频
会议远程联络，解决问题，他们经
历了一个别样的跨年，大年初一
仍坚守在工作一线。

疫情愈加严峻，全国人民抗
击疫情的决心愈加坚定，网上捐
款持续增长，仅 1 月 26、27 日两

天就有近 50 万笔网上捐赠，为了
更好保障网上捐款业务的处理，
1 月 27 日（初三）凌晨两点，用友
政务公司高级副总裁兼 CTO 顾
焱顾焱、公司高管刘述文就红十
字会捐赠电子票据系统优化工
作进行指导，与李鑫等共同商讨
优化方案，用友政务平台优化专
家左冬发进行全程指导。

1 月 27 日清晨，李鑫率其团
队来到总会机关，现场讨论应对
大数据量的优化方案，多方式优
化捐赠电子票据系统。与此同
时，用友政务国家部委事业部团
队数十名工作人员虽身在家中，
但心系工作，通过远程支持的方
式，进行系统优化。

疫情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减
少人员流动，各地都陆续出现封
城、封区、封村的情况。但是，疫
情当头总有“最美的逆行者”，用
友公司专门项目组的坚守，一直
持续到了正月初六，保障了红十
字会网上捐赠电子票据系统的正
常运转。

在疫情面前，有那么多的社会
爱心人奉献爱心，共同筑起一道爱
的风景线，让我们的社会更温暖。

用友公司连续奋战7昼夜
保障红会捐赠系统顺利运行

本报讯 （宗红）2月 3日凌晨
5时20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协调
防 癌 抗 癌 总 裁 圆 桌 会（CEO
Roundtable on Cancer）捐赠的一
批医用急需物资运抵武汉。该宗
物资包括 1.18 万件医用防护服、
20.07 万只 N95 医用口罩、6.75 万
只 N95 防护口罩、172.77 万只口
罩、1000只面罩和 56.68万副手套

等。
经总会协调，这批捐赠物资从

美国亚特兰大起运，于 2 日 15 时
30 分许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中国民用航空局、金鹏航空公司调
集运力紧急将其空运至武汉，用以
支持湖北承担重症患者救治任务
的一线医疗机构，专项用于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募集20吨
湖北急需医用口罩防护服等物资
已于2月3日从美国运抵武汉

春节期间，新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肆虐，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忙碌到凌
晨，奔波在接听电话、接收物资、
登记统计数据等繁琐事务中。

图为红十字志愿者搬运物资
并发送到战“疫”一线。

战“疫”在一线

■ 肖彩霞 孙洁

1 月 29 日下午 4 时 11 分，浙江
省杭州市红十字会收到一笔 3000
元捐款，“中国加油！压岁钱捐赠”
的留言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经
核实，捐赠者叫艺涵（化名）的小朋
友，是杭州市红十字会的“熟人”，曾
被评为 2018 年杭州市优秀红十字
青少年。

艺涵就读于杭州天地实验小
学，是学校的大队委员。她不仅捐
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还在家长微

信群中发出一份倡议书，很多同学
及家长纷纷响应，捐出爱心款。

“我们都是医务系统的工作人
员，所以艺涵对这次新冠状病毒肺
炎的情况也比较关注，经常念叨自
己作为一个少先队员能做些什么，
后来就想到了捐出过年压岁钱。”艺
涵妈妈介绍。

艺 涵 与 红 十 字 会 结 缘 是 在
2018 年，学校申请杭州市红十字
示范校，她作为大队委员参与组
织了一系列活动。由于表现突
出，当年被评为杭州市红十字优

秀青少年。2019 年，她又被上城
区红十字会选送参加杭州市红十
字青少年夏令营。“她很高兴参加
夏令营，说不仅学到了急救知识，
还对‘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这
次捐款我们直接联系了红十字
会。”艺涵妈妈说。

前方战“疫”后方支援。艺涵
爸爸是浙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
点实验室成员，负责保障李兰娟院
士的相关工作，整个春节假期都没
有休息，一直在抗疫一线奔波。

“爸爸特别忙，最近他更是不见
踪影，但他还是跟妈妈说，提醒我勤
洗手、戴好口罩，做好防护。”疫情发
生后，艺涵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
爸爸了：“73 岁的李兰娟奶奶从未
停下工作的脚步，面对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全国的医院人员都忘我
地付出。作为少年队员，作为李奶
奶和爸爸的后方‘部队’，我希望大
家和我一样做好自我防护，避免交
叉感染，这样才能让在一线奋战的
工作人员少些牵挂，也是对他们的
最大支持。”

爸爸在前方陪李院士战斗，红十字少年捐出压岁钱支援战“疫”

一场父女间的战“疫”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