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喜马拉雅资本及其创始人李录向武汉及周边地区
医院捐赠一千多万人民币现金及物资
2020 年 2 月 20 日
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
联系人：Mandy Zheng，电话：1-206-707-0768，电子邮箱：info@himcap.com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地区全面爆发后，2020 年 1 月 25 日，喜马拉雅资本管理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录先生紧急召集喜马拉雅资本员工和志愿者，宣布全面
投入对武汉的支援，按照多方面同时出击、开始全部由李录慈善基金会出资、随后
逐步联络社会各方善款的原则，从筹集急需物资和资金捐赠两方面开展工作，并建
立了 2020 Helping Wuhan！（“2020 支援武汉！” ）的工作群（“支援武汉”工
作群）。
针对武汉及周边地区医疗机构出现防护装备和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喜马拉雅
资本“支援武汉”工作群成员发动朋友圈的力量，第一时间联系武汉及周边疫区的
医院了解情况和统计各医院的需求，通过各种关系寻找货源并安排批量采购、运
输、越洋货运、清关和分发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同时还联系了多家国内外慈善机
构、社团和志愿者团队进行合作，争取在最快时间内将捐款汇往最需要的医院，将
符合医用标准的物资送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生和护士手中。
在近一个月紧锣密鼓的工作中，我们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市场物资短缺和
美方旅行禁令导致已支付的大额订单被取消，越洋运输航班被大规模取消，而中国
境内物资运输因封城而举步维艰，物资发放因种种限制而困难重重。但是，怀着对
前线医护人员的深切敬意，喜马拉雅资本员工和志愿者们锲而不舍，集八方之力，
在多家慈善机构和志愿者团体的帮助下，到目前为止，1000 多万人民币的捐赠资
金和医疗防护物资正陆续到位并发放到各县市医院和医护人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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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完成的资金和物资捐赠工作：
一、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定向捐赠给以下十五家医院及机构共 375 万人民币。湖北
慈善总会确认于 2 月 12 日收到全部捐赠资金。截至 2 月 20 日，十五笔捐款已经全
部拨付，并于湖北慈善总会网站公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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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天门市中医医院：25 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黄冈市慈善总会：25 万元人民币

二、我们在 Powermax USA 的林宁国先生和其他许多志愿者、机构的帮助下，成功
采购了 16 万件物资，包括：145,400 个医用口罩，17,600 副医用手套和 144 个护
目镜，并将其捐赠到如下 13 家医疗单位：荆门市掇刀人民医院、荆门市中医医
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遂川县人民医院、黄冈市黄梅县人民医院、随州
市曾都区中医医院、华西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浙大一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合肥市滨湖医院、上海市同有三和门诊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西安
市复和未成年人服务中心。
此批物资由 Xchange Logistics Corporation 的 Skye Xu 先生安排国际运输，经
南航 CZ444 航班于 2 月 14 日凌晨抵达上海。北美华人捐物小组谭君子女士、知名
剧作家六六女士、UCLA 王存玉院士和咸亨通国际货运加班加点，经过大量的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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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线上协调工作，于 2 月 16 日获取海关及药监局批准，将货物转运至顺丰仓库。
之后，我们通过与安徽仁爱公益基金会、王晨及六六的合作，截至 2 月 18 日，除
荆门市因运输不畅，需进一步转运外，已将所有物资直接送达 11 家医疗单位。
三、通过和六六、英科医疗公司及谭君子的合作，截至 2 月 17 日，我们总计捐赠
699 箱（共计 349,500 双）丁晴和乳胶医用手套。所有物资都已分批次发货，其中
小部分物资直发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山医院等医疗单位，大部分通过武汉市长
江航运总医院、黄冈市黄州总医院和黄石市委统战部侨务事务科三个渠道转赠到
30 多家县市医院，物资正在运输和分发途中。
四、通过与华中科技大学西雅图校友会、西雅图湖北老乡会和华州美国华人协会
（UCAWA）的合作，认捐 1088 公斤的消毒粉（可配制成 543,750 升 84 消毒液）供
各医疗机构使用，已于 2 月 18 日通过中国邮政从广州发往湖北省 72 家医疗机构，
正在运输途中。
五、我们还与武汉大学法国校友会等其他志愿者合作，采购了一批 N95 口罩、护目
镜和防护服，部分已发至国内。
六、为了给在此次疫情中做出重大牺牲的医护人员的家人今后生活、子女教育等方
面提供资金援助，王存玉、六六、李黎发起成立了 “天使守护慈善基金会” ，由
谭君子和 Skye Xu 管理运营，我司及李录慈善基金会首先出资捐赠 300 万人民币，
并号召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捐赠行列，为逝者了一份牵挂，为生者筑一方安宁。
随着国内复工、产能迅速提升，我们有信心物资问题很快会通过国内渠道解决。喜
马拉雅资本“支援武汉”工作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已获得重大进展的项目主
要有：从上海采购紫外线消毒车 500~800 辆；从中国采购 ICU 级防护服（约 1000
件）和普通防护服（约 5000 件）；认购一批比亚迪生产中的口罩和免洗手消毒
液。我们将持续通过海内外合作伙伴和渠道向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支援和帮
助。如果有兴趣参与我们支援行动的组织和机构，请联系我们或者我们在国内外的
合作伙伴。联系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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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慈善总会
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 115 号楚民大酒店 3 楼
捐赠热线 027-87433333 求助热线：027-88315021
安徽仁爱公益基金会
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 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张玲秘书长 13855139173
捐赠热线： 0551-67150277
天使守护慈善基金会
邮箱： contact@goa-foundation.org
北美华人捐物小组
微信公众号：“北美华人捐物小组”
简书号：“北美华人捐物小组”
邮箱： huarenyunshu@gmail.com
六六
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Lady66SH”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们将最深的敬意献给那些夜以继日坚守在第一线的医
护人员，为所有遭受不幸的家庭深切哀悼，也对每一个默默地支持抗疫、努力生活
的人心怀感恩。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调动周边资源为抗疫之战添一点微薄的
柴薪。喜马拉雅资本“支援武汉”工作群成员利用假期、周末和业余时间，收集疫
情和医院需求，联系各方有关单位和合作机构，安排捐款汇款渠道，寻找货源，安
排货物采购、支付、运输、仓储、航运、清关、分发等各个物流环节的对接和实
施，历经挫折、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为我司捐赠的落实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特
别是奉献最多的林宁国、Skye Xu、谭君子、王晨、六六、王存玉、李黎。因篇幅
限制，恕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在此，我们对所有“支援武汉”工作群成员所付出的
宝贵时间、精力和爱心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对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公益热情致以
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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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同时对在此过程中给予协助和支持的李录慈善基金会、湖北
省慈善总会、安徽仁爱公益基金会、北美华人捐物小组、Powermax USA、Xchange
Logistics Corporation、华中科技大学西雅图校友会、西雅图湖北老乡会、华州
美国华人联合会（UCAWA）、北大华州校友会（PUAAWA）、武大法国校友会、武大
纽约校友会、百人会、WT 全球物资应援小组（哈佛商学院校友发起）、中国慈善
联合会等组织和机构以及所有提供过宝贵信息和精神支持的友人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衷心祈愿抗疫之战能在短期内获得胜利，而对于那些献出生命、做出牺牲的医
护人员家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获得长期的帮助和守护。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对
王存玉、六六、李黎、谭君子、Skye Xu 等志愿者成立“天使守护慈善基金会”表
示由衷的赞赏和敬仰！欢迎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也期待与海内外更多志同道合
的机构和组织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一起为支援祖国人民抗击疫灾贡献心力！
___________________
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由李录先生于 1997 年底创办，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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