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慈善总会抗击新冠疫情项目捐款拨付信息（截至5月14日）
捐款单位/人士  拨付金额 善款接收人 拨付时间 款项拨付对象/用途

太东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1-30 给湖北省慈善总会用于疫情防御

广东省尚东公益基金会          5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 赴武汉医疗队购买医疗物资

广东省尚东公益基金会          500,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20-2-1 赴武汉医疗队购买医疗物资

广东省尚东公益基金会        1,20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20-2-1 赴武汉医疗队购买医疗物资

广东省尚东公益基金会          500,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2-1 赴武汉医疗队购买医疗物资

广东省尚东公益基金会          300,000.00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2020-2-1 赴武汉医疗队购买医疗物资

广州卡迪莲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3 定向湖北疫情捐款

汕头市朝阳区石泉岩          100,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2-3 疫情防控

广东惠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2-3 疫情防控

广东方直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4 支援武汉抗击疫情

广州江康贸易公司           5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0-2-6 定向防控新冠肺炎

浙江同凯建设有限公司          500,000.00 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 2020-2-6 定向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茂名市佛教协会        1,00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6 定向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款

秦灏阳及家人           5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0-2-7 定向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用于防控肺炎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50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20-2-10 用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保障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赴武汉医疗队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20-2-10 用于保障抗击新状病毒肺炎疫情赴武汉医疗队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500,000.00 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0-2-10 中山大学医疗支援专项基金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0.00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2020-2-10 用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治临床相关科研课题研究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10 定向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统一使用

佛山市禅城区慈善会           96,666.6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12 定向武汉抗击新病毒肺炎

云浮市慈善会           60,066.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12 定向武汉抗击新病毒肺炎

汕头市慈善总会           9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12 定向武汉抗击新病毒肺炎

浙江同凯建设有限公司           50,000.00 磐安县红十字会 2020-2-12 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慈善会           70,25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12 定向武汉抗击新病毒肺炎

汕头市慈善总会          282,47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14 定向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疫情

合富辉煌集团        1,00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14 定向湖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一线医务工作者

广州市华侨文化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14 定向湖北新冠肺炎防控疫情

广东创尔实业有限公司           52,333.00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2020-2-14 定向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广东创尔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2020-2-14 定向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嘉禾院区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50,000.00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0,000.00 东莞市厚街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60,000.00 东莞市人民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40,000.00 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东莞市中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0 高州市人民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0,000.00 高州市中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630,000.00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60,000.00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90,000.00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0 广东省疾控中心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80,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0,000.00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40,000.00 广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70,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30,000.0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80,000.00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90,000.00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70,000.00 茂名市人民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茂名市中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80,000.00 梅州市人民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7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524,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5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50,000.00 普宁市人民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0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0 汕头市中心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7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3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3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9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00,000.00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020-2-14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和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6,000.00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 东莞市厚街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6,000.00 东莞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4,000.00 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8,000.00 东莞市中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72,000.00 高州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 高州市中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78,000.00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96,000.00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54,000.00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42,000.00 广东省疾控中心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8,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24,000.00 广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62,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78,000.0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8,000.00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54,000.00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42,000.00 茂名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8,000.00 茂名市中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48,000.00 梅州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2,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44,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9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普宁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72,000.00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72,000.00 汕头市中心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广东省疾控中心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2,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38,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78,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14,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20,000.00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020-2-15 广东省赴湖北医疗队员家属慰问金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400,000.00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0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5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0 东莞市第九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0 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0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0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0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阳江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清远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汕头市中心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江门市中心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揭阳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茂名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梅州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粤北第二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汕尾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潮州市中心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东莞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河源市人民医院 2020-2-15 广东省收治确诊病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500,000.0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韶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韶关市曲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始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仁化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翁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新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乐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南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汕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汕头市龙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汕头市金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汕头市濠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汕头市潮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汕头市潮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汕头市澄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南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台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开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鹤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恩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湛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遂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徐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廉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雷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吴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茂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茂名市茂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茂名市电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高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信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肇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肇庆市高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广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怀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封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德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惠州市惠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博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惠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龙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梅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梅州市梅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大埔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丰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五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平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蕉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兴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汕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海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陆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陆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紫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龙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连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和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东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阳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阳江市阳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阳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阳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清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清远市清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佛冈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阳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连南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英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连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潮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潮州市潮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饶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揭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揭阳市揭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揭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惠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普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100,000.00 云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云浮市云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新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郁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000万；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700万；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00万           30,000.00 罗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2-15 广东省省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疾控中心一级防控人员工作补助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广州开发区医院 1,000,000.00 广州开发区医院 2020-2-18 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治疗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2-18 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治疗

深圳盐田区慈善会定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8 赴武汉医疗队开展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及购买生活物资

深圳盐田区慈善会定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3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2-18 赴武汉医疗队开展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及购买生活物资

佛山市兴华床上用品服装有限公司          100,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20-2-19 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物资采购

佛山市兴华床上用品服装有限公司          100,000.0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2-19 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物资采购

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        1,00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19 定向武汉购买口罩等医疗物资

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          400,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20-2-19 定向赴武汉医疗购买医疗物资

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          400,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2-19 定向赴武汉医疗购买医疗物资

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          200,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2-19 定向赴武汉医疗购买医疗物资

广东省家具协会 110,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2-20 广东省家具协会定向省中医院医疗队

汕头市慈善总会 1,103,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0 汕头市慈善总会定向武汉防控肺炎

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 200,000.00 阳江市公共卫生医院 2020-2-20 省丹姿慈善基金会定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 200,000.00 阳江市人民医院 2020-2-20 省丹姿慈善基金会定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及社会爱心人士吴忠泽           74,366.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21 用于湖北抗击肺炎疫情

广东省快递协会           30,000.00 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0-2-24 定向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医疗队采购

汕头市慈善总会          386,11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定向武汉疫情防控

广东省华商慈善基金会          400,000.00 鄂州市慈善总会 2020-2-25 定向湖北鄂州防控新管疫情

惠州市长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25 定向湖北疫情防控

茂名市慈善总会          60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定向武汉疫情防控

广州市花都隆华寺 2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武汉疫情防控

韶关市曲江区南华禅寺 25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武汉火神山疫情防控

广东省旗袍文化促进会 14,853.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湖北武汉防控新冠肺炎

广州中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抗击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捐款（用于武汉一线医务和社区服务工作

者）赖晓锋 陈醮喜 5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用于武汉肺炎疫情防控

伍建清 1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支援武汉防控新冠肺炎

尹平山 2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武汉新冠肺炎防控

李岱晓 3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支援武汉疫情防控

叶莲清 1,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支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吴健明 75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武汉新冠肺炎防控

黎安倡(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桂凤中学家长志愿服务队) 20,8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支援武汉疫情防控医疗物资

刘诗诗 3,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用于支援武汉疫情防控

柯开初 1,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为武汉捐献一点心意。

芮清 1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高女士援助武汉疫情防控

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梁国明汤四妹夫妇联名捐款300元 3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向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表寸心

代鸿 5,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支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陈青梅 1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支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蔡国良 1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武汉防控疫情

胡焕仪(戒珠寺僧俗二众) 2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5 用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广东元正招标采购有限公司           10,000.00 龙川县佗城镇大江村民委员会 2020-2-27 龙川县佗城镇大江村民委员会

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及协会会员           29,866.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7 武汉市慈善总会

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           88,5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7 武汉市慈善总会

广东海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52,163.1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2-27 湖北省慈善总会

广东省湛江吴川市部分原民办代课教师           39,745.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2-28 定向武汉疫情防控

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60,869.00 浠水县人民医院 2020-2-28 定向浠水县人民医院用于救助新冠肺炎患者、采购医疗物资。

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          518,298.5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3-3 定向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广东省阳西县部分原民办代课教师           35,95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3-3 定向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广东省部分原民办代幼教师          144,888.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3-3 定向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福建省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           50,000.0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20-3-3 定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赴鄂医疗队帮扶

省慈善总会支部8名党员            1,000.00 广东省社会组织工会联合会 2020-3-5 支持疫情捐款

广东省方圆公益基金会        3,287,639.4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3-6 定向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社会非定向捐款          443,757.04 吴喆 2020-3-9 赴荆州医疗队员工作补助

清远益圆有限公司          100,000.00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 2020-3-10 定向武汉市汉口殡仪馆疫情防控捐款

云浮市慈善会          150,07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3-10 湖北省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社会非定向捐款          480,000.00 广州华侨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828,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86,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86,000.00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96,000.00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32,000.00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54,000.0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54,000.00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6,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0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6,000.00 广东省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90,000.00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98,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96,000.00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18,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人之初杂志社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东省总工会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中共广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广州复大医疗有限公司复大肿瘤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48,000.00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广州市海珠区中医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38,000.00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广州市胸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6,000.00 广州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广州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广州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90,000.00 广州市惠爱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广州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6,000.00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0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02,000.0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深圳市康宁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深圳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38,000.00 深圳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0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珠海市平沙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90,000.00 珠海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6,000.00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遵义医科大学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8,000.00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汕头市中医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6,000.00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佛山健翔医院有限公司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佛山绿康医院有限公司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0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禅城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6,000.00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84,000.00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佛山市高明区新市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2,000.00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8,000.00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0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佛山市卫生健康局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30,000.00 佛山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华立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佛山市高明区慢性病防治站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佛山市高明区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8,000.00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6,000.00 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东同江医院有限公司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冯尧敬纪念医

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2,000.00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78,000.00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32,000.00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乐昌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南雄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南雄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韶关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始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始兴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翁源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翁源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8,000.00 粤北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和平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河源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96,000.00 河源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河源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龙川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龙川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紫金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大埔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梅州市丰顺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蕉岭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梅州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梅州市中医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五华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兴宁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8,000.00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2,000.00 惠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68,000.00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惠州市惠城区中医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惠州市卫生健康局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2,000.00 惠州市中医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陆丰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陆河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汕尾逸挥基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东华医院有限公司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广济医院有限公司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茶山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东莞市大朗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东莞市儿童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东莞市东城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凤岗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莞城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虎门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黄江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东莞市寮步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清溪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东莞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东莞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板芙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东升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中山火炬开发区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博爱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中山市东凤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港口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中山市古镇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中山市横栏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中山市财政局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90,000.00 中山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三乡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坦洲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中山市西区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中山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6,000.00 恩平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鹤山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鹤山市沙坪街道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鹤山市桃源镇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鹤山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江门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江门市中心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开平市中心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台山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台山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江门市新会区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阳春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阳春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54,000.00 阳春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阳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阳江市公共卫生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阳江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阳江市中医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阳西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2,000.00 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2,000.00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0 高州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广东省茂名农垦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化州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6,000.00 茂名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茂名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信宜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德庆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德庆县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德庆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德庆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54,000.00 广宁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8,000.00 广东省怀集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四会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72,000.00 四会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54,000.00 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0 肇庆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6,000.00 佛冈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佛冈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中心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连州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54,000.00 清远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2,000.00 清远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阳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阳山县黎埠镇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阳山县七拱镇中心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阳山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阳山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英德市东华镇中心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英德市浛洸镇中心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英德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华侨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潮州市潮安区东凤华侨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潮州市潮安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潮州市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饶平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潮州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潮州市中医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饶平县浮山中心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揭阳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48,000.00 普宁华侨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0,000.00 罗定市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罗定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36,000.00 新兴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新兴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郁南县妇幼保健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8,000.00 郁南县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郁南县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卫生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6,000.00 云浮市云安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000.00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社会非定向捐款           24,000.00 云浮市中医院 2020-3-10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员生活补贴

广东省书报刊发行业协会           20,000.00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3-12 定向用于湖北疫情防控

广州汇通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19,028.46 武汉市中心医院 2020-3-12 定向武汉市中心医院疫情防控

非定向          500,000.00 遗孀账号 2020-3-16 殉职医生王烁同志孩子抚恤教育金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          976,403.58 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 2020-3-19 定向疫情捐款

粤卫财务函【2020】40号        9,000,000.00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2020-3-20 采购药品

广州金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4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3-20 定向武汉疫情捐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会广东省分行委员会          202,637.56 湖北省慈善总会 2020-3-20 定向湖北抗击疫情

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          10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3-27 定向武汉疫情捐款

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          230,00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4-10 定向武汉疫情捐款

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           16,922.00 陆丰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20-3-32 用于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广东省光彩事业促进会        3,500,000.00 盖睿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2020-4-10 用于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疗人员购买动态心电记录仪

社会非定向捐款           10,000.00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2020-4-17 用于受伤护士汪红抗疫慰问金

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广东省委员会          187,290.25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0-4-21 用于赴湖北医疗队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家属

社会非定向捐款          126,684.00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2020-4-30 抗击疫情非定向捐款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3,200,000.00 1585名一线社工补贴 2020-5-13 定向广东社工“双百计划”一线社工疫情工作补贴

合计拨付  100,574,09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