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设立战“疫”基金、上线“肺炎动态”
专区服务到助力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再到
推出湖北“投资一揽子计划”，以“科技向
善”为使命愿景的腾讯勇于担当，充分发挥
互联网科技企业的优势，全力投入到抗击
疫情工作中。

设立战“疫”基金支持一线

1月24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宣布
捐赠3亿元，设立首期疫情防控基金，腾讯
为战“疫”提供支持的序幕由此拉开。

2月 7日，腾讯又宣布设立 15亿元
“抗疫综合保障基金”，分别投入物资支
援、技术支援、人员关怀、科研与医疗事业
等领域。

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慈善基金会理
事长郭凯天表示，公司设立战“疫”基金，
一方面，为了向这些不计危难、忘我奋战
在战“疫”一线的人们表示敬意和慰问，向
更多人传递他们的精神和力量；另一方
面，也希望加大战“疫”科研投入，提升医
疗健康设施水平及医学知识科普水平，为
提升全民健康知识与科学防疫能力提供
长久助力。

不仅如此，腾讯还在自有公益平台上
设置了“驰援疫情”专题。截至4月12日，
在爱心网友的共同助力下，腾讯公益平台
共为驰援战“疫”筹集善款超过6.05亿元。

随着武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国
内复工复产已有序展开。不过，在全球范
围内，疫情依旧在蔓延。面对这一挑战，腾
讯又设立了1亿美元全球战“疫”基金，并
组织物资捐赠、推动多方协作及技术开源
等，全力参与驰援。

以科技力量助力战“疫”

在捐款捐物的基础上，腾讯还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以科技力量助力战“疫”。

早在1月23日，微信就紧急上线“发
热门诊地图”，并联合腾讯新闻上线“肺炎
动态”专区服务，实时更新最新疫情数据和
咨询。疫情前期，这两项服务发挥了重要
信息整合作用，“发热门诊地图”访问量累
计达到3亿次，“肺炎动态”专区为超过60
亿人次提供了查询服务。

让真实、有效的信息快速流通，也是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将网
络谣言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腾讯新
闻“较真”平台专门推出辟谣专题，汇总甄
别网上出现的各类谣言，科普疫情防控知
识，以实际行动支持科学抗“疫”。

“‘较真’平台的目标是在流量驱动的
媒体环境中，去伪存真，提供核心事实和关
键信息索引，帮助大家获取正确信息。”腾
讯网副总编辑李天亮说。

“要战胜全球疫情，需要全球合作。”腾
讯总裁刘炽平表示，公司已面向全球用户
提供了一系列基于开发者服务、医疗信息
服务、数据模型等技术能力和远程办公协
作支持等在内的服务，并上线“Together
We Can”全球战“疫”信息平台，全面开放
平台技术能力，助力全球抗“疫”。如腾讯
健康开源了疫情模块国际版，支持以地图
和数据统计曲线展现全球疫情统计数据。
全球政府机构、医疗机构、媒体和疫情服务
开发者都能免费获得，全球民众也可以通
过手机及时获得疫情信息。

快速响应社会新需求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学校全面推迟
春季开学时间。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
学”号召，不少学校线下转线上，开启了远
程教学模式。“我们利用QQ线上教学，可
以在线签到、展示课件、插入音视频，还能
及时发布练习题，统计学生知识掌握情
况。”武汉市建港中学校长罗功成说。

腾讯副总裁、QQ负责人梁柱表示，疫
情防控时期无法开展线下教学。拥有大量
学生用户的QQ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帮助学校、教培机构将教学转移到线上。

“疫情面前，互联网企业不仅要积极捐款捐
物，更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快速
响应社会新生需求。”

与在线教育类似，近段时间，在家办公
需求同样暴涨。为满足全国用户远程办公
的需求，腾讯迅速推出“云办公全家桶”，包
括企业微信、腾讯会议、腾讯文档、QQ、腾
讯乐享、TAPD腾讯敏捷协作平台、腾讯工
蜂、腾讯微云等办公协同产品，并提供多项
免费服务。

月活数据超过11亿的微信是健康码
最好的运用平台。凭借微信小程序无需下
载、打开即用的优势，腾讯防疫健康码大大

降低了民众的使用门槛。从2月9日率先
落地深圳以来，腾讯健康码已在全国300
多个市县上线，还推出了国际版，支持韩
文、日文、英文等多国语言版本，保障在华
外籍人士出行。

服务各行业数字化转型

“疫情面前，实体企业在服务模式、渠
道等方面均面临不小的挑战。作为互联网
企业，我们要推动各行各业加快建立彼此
信任、互相依靠的‘双打模式’，加速破局。”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
群总裁汤道生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腾讯
时刻牢记做好“数字化助手”的定位，发挥
产业互联网的连接能力和技术能力，携手
各级政府、企业共同战“疫”。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医院每天
8点定时用企业微信收集所有人员的身体
健康状况。“用企业微信能快速发起信息收

集，随时查看统计结果，10分钟就完成
了。”该院信息科负责人说，以前，光是把每
个人的留言录入电脑和提醒未填写的同
事，就得花至少1个小时。

在腾讯会议推出2个月内，日活跃账
户数即超过1000万，成为当前中国最多人
使用的视频会议应用。目前，腾讯会议国
际版VooV Meeting已经在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上线。受疫情影响，联合国
和腾讯达成合作。3月30日，联合国宣布
腾讯将为联合国成立75周年活动提供视
频会议及数字通信工具，并将通过腾讯会
议、企业微信和腾讯同传在线举办数千场
会议活动。这意味着，在疫情之下，迄今为
止规模最大的全球对话将在中国互联网科
技企业的技术支持下举行。

图① 工作人员正在通过腾讯防疫健
康码查验使用者健康情况。

图② 福建某学校英语老师正在通过
QQ群给学生上网课。 （资料图片）

编者按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捐款捐物驰援武汉前线，到出钱出力支持科研攻

关，从全力投身国内战“疫”，到支持国际抗“疫”合作，广大民营企业不计得失保供应，全力以赴

援疫区，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民

营企业的作为、责任和担当。本报特组织民企战“疫”系列报道，从勇挑重担、科技战“疫”、保供

物资、复工复产等方面全面报道民营企业战“疫”事迹。敬请关注。

腾讯：

从抗“疫”到复工
我们一直在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每一份关注、每一份支援，都是武汉恢复繁荣的动力。”4月8
日，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当日19时30分，卓尔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阎志通过网络直播，向全国网友推介武汉，介绍武汉的城市
历史和复兴之梦，呼吁大家关注武汉、投资武汉，支持武汉发展。

1月24日，医疗物资紧张的消息突然在朋友圈刷屏。当天下
午，阎志召集已经休假的卓尔控股高管紧急召开电话会议，任务很明
确，就是“买买买”。口罩、防护服物资要“不论价格、不论数量、不设
上限，有多少要多少，尽快运往武汉”。

卓尔控股是湖北省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公司多年来积累了深
厚的供应链资源，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6日下午，第
一架满载物资的飞机便抵达武汉了。当晚，第二架飞机也抵达了
……11天时间里，11架飞机将40余万只N95口罩、30万余套防护
服、300多万只医用口罩、近4万副护目镜、200余台呼吸机和制氧机
运至武汉。

物资运到了，阎志又萌生了组建应急防疫医院的想法。在他看
来，对病人最直接的帮助就是为他找到一张病床。在与江岸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紧急联络后，卓尔公益基金会联合武汉市第八
医院共同设立卓尔长江应急医院，将这家普通肛肠医院提升至应急
防疫医院级别，使其具备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能力。

卓尔长江应急医院是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第一家由公益组织参
与设立的慈善、应急性防疫医院。

截至3月26日，7家卓尔应急医院共提供床位4583张，治愈武
汉、黄冈、随州、荆州等地新冠肺炎确诊及疑似患者2833名。

不仅如此，卓尔公益基金会还启动了贫困新冠肺炎患者救助计
划，面向卓尔7家应急医院等医疗机构贫困新冠肺炎患者设置100
万元救助资金。此后，又设立了卓尔应急医护人员关爱基金，首期
1200万元，主要用于慰问、关爱医护人员。

除应急医院外，卓尔旗下方舱医院也在危难之际为病人提供了
宝贵的床位资源。卓尔旗下自有物业“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
心被列为首批方舱医院。作为武汉文化地标之一，武汉客厅方舱医
院也是武汉首批三个“方舱医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3月7日，运行31天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关舱。统计显示，该方
舱医院共收治病人1815名，治愈患者868人，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
护人员零感染、安全生产零事故、进驻人员零投诉、治愈人员零复发

“五个零”，成为疫情期间武汉病患的“生命方舟”。
截至3月26日，卓尔控股已捐赠各类急需医疗物资1026万件，

分别配送至556家武汉及全省一线医疗机构，覆盖全省17个市、州
及其所辖103个县（市、区），捐助金额超过1.89亿元。

卓尔控股：

只要抗“疫”需要
企业义不容辞
本报记者 柳 洁

疫情发生以来，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形成
齐心战“疫”的坚强防线。广大民营企业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支持力量。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量民营企业慷慨解囊，向战疫一线驰援
大量医疗和生活物资，为无数医护人员和患者送去温暖与支持。广
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不仅第一时间复工复产，而且加班加点、满负
荷运转。来自服装、汽车、家电、化工等领域的民营企业纷纷依托自
身技术储备，上马新的生产线，“跨界”转产医疗物资。众多快递物
流企业在疫情期间不停工、不停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百姓生活所
需搭建起便捷高效的通道，为经济社会发展疏通了“血脉”。众多科
技企业不仅以最快时间推出支持疫情防控的各类产品，还推出了大
量免费服务，为企业在家办公、开拓营销渠道、加快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一揽子解决方案。

可以说，在此次疫情大考中，广大民营企业用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强大的执行力，生动诠释了自身时代价值，展现了不惧风雨、不
畏艰难的责任担当。期望更多民营企业能够伴随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的恢复加快回归常态的脚步，实现更大发展。

为民企的担当点赞
韩 叙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众多海
外华人华侨、留学生以及国际人士纷纷捐
款捐物，奉献爱心。但受限于捐赠渠道、物
流等，许多紧急物资无法第一时间运抵国
内。不过，由各航空公司承运的国际航线
恰好能满足这一需求。

为此，均瑶集团迅速向全国工商联建
议：能否建立“海外快捐”机制，由各航空公
司代为接收、转运海外捐赠物资？全国工

商联立即回应，前后仅花了8个小时，国务
院抗疫工作机构及海关就批准同意航空公
司可以接收海外捐赠的抗疫急需物资，运
到上海、广州、北京三地机场后，交给当地
海关，转由当地红十字会交国家抗疫领导
小组统一调配。

“海外快捐”机制建立后，均瑶集团旗
下吉祥、九元两家航空公司立即开辟“绿
色通道”，全面保障救援人员、物资运输。

1月26日和27日，吉祥航空和九元航空
先后宣布，在疫情防控期间，所有执飞的
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免费承运防疫救
援物资。

1月28日晚，为了让94名滞留日本的
湖北籍同胞早日回家，也为了减轻中转城
市防疫负担。原定由日本大阪飞往上海浦
东的吉祥航空HO1340航班，经与有关部
门沟通，入境后直飞武汉天河机场，将94名

乘客“专机”送回家。同机抵达武汉的还有
吉祥航空捐赠的19箱防疫物资。

据统计，均瑶集团已免费承运包括连体
防护服、医用口罩、护目镜、医用手套等在内
的防疫物资超过300万件，总重量超过110
吨。目前，免费承运的承诺依然有效。

疫情没有局外人，均瑶集团要求各子
公司及所属近18000名员工自觉服从国
家和当地政府防疫要求，争做遵纪守法的
模范，号召集团2200余名共产党员积极投
身抗疫第一线。吉祥航空日本营业部经理
董蔚，带领同事完成了13.8万件防疫物资
采购；爱建融资租赁公司湖北籍党员张亮，
在当地成为抗疫志愿者，用私家车为医务
人员定点运送药品、护具和生活物资……
一幕一幕，如此感人。

均瑶：免费承运防疫物资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生产彩钢板火速驰援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建设；通过天津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捐
款1亿元现金及物资；为武汉及天津新冠
肺炎疫情重点医院捐助91件价值3000万
元的医疗设备及空气净化产品；向11个受
赠单位派发热成像设备、口罩、护目镜、防
护服等急需卫生防护物资19批次；向华中
科技大学捐赠3500万元用于新冠肺炎防

治研究及相关生命科学方面研究……
“1亿元对于哪家企业来说都很重要,

但在整个民族的战疫时刻，没有什么比抗
击疫情更重要。只要企业稳定，我们荣程
人一定全力以赴。生命只在呼吸间，我们
要与那些医护人员共进退。”荣程集团董事
会主席张荣华表示。

“捐助也需要精准。很多时候，钱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把
医院急需的医疗设备送到位。为此，我们
联系了多家知名医疗设备生产商，从初次
接触到首批设备发出，一共只用了4天时
间。”荣程集团普济基金会理事长张君婷
介绍说。

在新冠肺炎防治研究攻坚阶段，荣程
普济向华中科技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捐

赠了4000万元，重点开展冠状病毒所致疾
病的发病机制、药物靶点、快捷诊断等方面
的研究，将加速传统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
基础应用和临床应用研究。

随着国外确诊病例不断增长，荣程集
团也积极参与国际物资捐赠工作。从3月
12日至今，22万只防疫口罩、3000件德国
杜邦防护服及25000副医用手套紧急驰
援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目前，意大利、韩国、日本、印尼物资已
经成功运达当地用于防疫一线。运往法
国、捷克的防疫物资也已经上路。

“中国暴发疫情后，很多国际友人帮助
了天津，帮助了中国。如今他们有需求，我
们也应该站出来。”张荣华说。

荣程：全力以赴精准捐助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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