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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开展抗疫捐

赠，捐赠总额

超 60.58 亿 元

积极支持疫情防控的

上市公司也是精准扶

贫事业的重要贡献者

554 家 上 市 公

司发挥业务优势

支持疫情防控

全 方 位 提 供

抗 疫 医 疗 物

资及服务保障

保障群众正常生

活需求，支持伙

伴企业维持经营

全力提供物流运

输服务，支持供

应链持续不中断

借力资本市场

融资，做好疫

情防控支持

积极开展复工复

产，助力经济社

会恢复正常运行

金蜜蜂智库搜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及其他公开渠道披露的信息，对A股上市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疫情

防控捐赠及支持工作进行分析，主要发现以下特征：1189家A股上市公司积极开展抗疫捐赠，捐赠总额超

60.58亿元；积极参与抗击疫情的上市公司过往也积极履行社会公益责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精准扶贫；554

家A股上市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通过捐款捐物、参与建设、保障物资供给等多种方式，第一时间为疫情防

控提供保障；部分上市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支持疫情防控；上市公司积极复工复产，保障就业和供应链，努

力抵消疫情的负面影响。



01

参与抗击疫情上市公司占比 2 捐赠现金、捐赠物资和其他方式支持抗击疫情的上市公司数量

踊跃开展抗疫捐赠，捐赠总额超60.58 亿元 1

上市捐赠现金金额和捐赠物资金额分布 捐赠现金公司 捐赠物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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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数据来源为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公开披露信息。http://www.capco.org.cn/xhdt/

xhyw/202004/20200401/j_2020040122262300015857511980382435.html

截至 2020 年 4 月 2 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共有 3826 家上市公司。

截至 2020 年 3 月 29 日，易善数据统计全国捐赠收入 345 亿元。

本文统计的物资折价仅包括公司在公开渠道直接披露的具体金额，不包括只披露了物资数目而未明确金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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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捐赠现金 仅捐赠物资 捐赠现金和物资 其它方式

近三成上市公司参与抗疫驰援，总额达60.58亿，约占全国捐赠总额的1/63。其中直接捐款50.36亿元，物资折价10.22

亿元4。1189家支持抗击疫情的上市公司中，39%的公司采用直接捐款方式，31%的公司采用捐赠物资方式，11%的公司

同时捐赠了现金和物资，另有19%的公司采用其他方式支持疫情防控。其中，25家捐款总额超5000万元，牧原股份、招

商银行、方大特钢、万科、美的集团、福耀玻璃捐款总额超1亿元；164家直接捐款金额千万元以上，牧原股份、招商银

行、方大特钢、万科、美的集团、福耀玻璃直接捐助金额超1亿元。



精准扶贫是中国上市公司公益慈善责任

的重要体现。积极抗击疫情的1189家

上市公司中，有468家在2018年有精

准扶贫资金投入，总金额达到627.4亿

元；491家公司有后续扶贫计划。

554家上市公司在抗疫攻坚战中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参与一线工作。上市公司全覆盖国民经济90个门类，部分上市公司利

用其专业和产业支持疫情防控。其中，多达369家上市公司为医疗提供保障，占到发挥专业优势支持疫情防控上市公司的

2/3。例如，医药相关公司保障医疗物资生产；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行业积极参与医院应急工程建设；信息技术公司提供

防疫系统支持，开通在线问诊平台。115家上市公司结合业务为保障群众正常生活做出贡献，占发挥专业优势支持疫情防

控上市公司的21%。例如，教育、娱乐、互联网公司免费提供线上资源支持；水电气公司保障正常运营；制造业公司捐赠

自家产品；房地产商将酒店作为定点酒店等。另外，分别有33家和34家上市公司为保障企业正常运营和物流支持做出贡

献。例如，金融公司提供应急贷款；物流行业积极调配资源运转救援物资等。

积极支持疫情防控的上市公司也是精准扶贫事业的重要贡献者

554家上市公司发挥业务优势支持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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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抗击疫情的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公司数量

在不同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参与抗疫的上市公司数量 5

公司数量（家）

369

14

115

33 34

保障医疗需求 保障生活需求 保障企业运营 物流支持 其他

部分上市公司在多个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参与抗疫5



医药、化工、汽车制造类上市公司加班加点为抗疫提供医疗器械、药品、消毒液、防护物资、检测试剂、负压救护车

等医疗物资。工程建设类上市公司承担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制造类上市公司为医院提供电器、床垫、照明等必须

物资。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提供追踪疫情数据系统，开通网络远程门诊。保险类上市公司为参与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

提供保险保障。

全方位提供抗疫医疗物资及服务保障

复星医药成员企业博毅雅向湖北捐赠 140 台医用无创呼吸机 中兴通讯对武汉雷神山医院进行网络扩容和新建

Goldenbee 金蜜蜂

03

保障医疗需求

提供医疗器械、药品

提供消毒液、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研发病毒检测产品

赶制负压救护车

承担医院建设，提供建材耗材

保障医院通信畅通

提供电器、床垫、照明等

开发抗击疫情系统，协助疫情追踪

推出网络远程门诊

保险保障

复星医药、亚泰集团、济川集团、丽珠集团、翰宇药业等

安道麦、沈阳化工、德展健康、再升科技、新纶科技等

科华生物 、明德生物、华大基因、艾德生物、硕世生物等

江铃汽车、宇通客车、金龙汽车、江淮汽车等

中联重科、新兴铸管、北新建材、鞍钢股份、东方雨虹等

中兴通讯、中国中铁、紫光股份、海能达、瑞斯康达等

美的集团、TCL集团、格力电器、梦百合、欧普照明等

美亚柏科、数字认证、辰安科技、中科曙光、中科软等

洲明科技、卫宁健康、朗玛信息、商赢环球等

中国人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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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市公司提供在线教育资源，保证正常学习需求。文娱类上市公司免费提供大量视频、书籍资源，丰富人民精

神生活。水电气类上市公司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医院、防控物资生产公司、居民等水电气安全供应。食品类

上市公司积极捐赠食品物资，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商超百货类上市公司确保民生类商品的储备供应。地产上市公

司将旗下酒店或空置公寓为医护工作者或湖北籍游客提供住宿。

部分上市公司积极作为，为保障企业维持经营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例如，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提供远程工作平台，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房地产上市公司为其商户减免部分房租，降低商户运营压力；银行上市公司为企业提供应急贷

款，补充流动性。

保障群众正常生活需求，支持伙伴企业维持经营

中国华能左权电厂保证安全生产 苏宁菜场依托“今天订、明天取”模式，全力保障民生需求

提供远程办公支持

减免租金

提供应急贷款

保
障
生
活
需
求

提供在线教育资源

提供视频、书籍等娱乐资源

保障水电气安全供应

提供食品物资

确保民生类商品的储备供应

提供住宿

拓维信息、捷成股份、方直科技、海信视像、开元股份等

广电传媒、芒果超媒、新媒股份、中信出版、贵广网络等

华能国际、深圳能源、三峡水利、涪陵电力、重庆燃气等

三全食品、克明面业、桂发祥、雪榕生物、安井食品等

苏宁易购、中百集团、重庆百货、新五丰、汇嘉时代等

华侨城、张家界、绿地控股、我爱我家、锦江酒店等

真视通、三五互娱、汉得信息、金山办公等

泛海控股、华侨城、金科股份、泰禾集团、中飞股份等

青岛银行、青农商行、苏州银行等

保障企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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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证券公司作为承销商，助力企业发行疫情防控债。例如，2月6日，招商银行主

承销商的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成功发行，主要

用于南开集团支持武汉火神山及各地隔离医院的厢房建设以及保障湖北区域物流的

防护费用，是国内首单落地的疫情防控债券；3月11日，中信证券牵头主承销的湖

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亿元疫情防控债发行，部分资金拟用于置换鄂

州市定点隔离抗疫设施梁子湖区人民医院一期建设工程前期投入资金。

上市公司作为主体，发行疫情防控债。例如，2月10日，兴业证券发行30亿元

疫情防控债，募集资金优先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业务，是全国首单以

证券公司为主体发行的疫情防控公司债券，也是全市场首批疫情防控公募债券；

3月9日，恒逸石化发行疫情防控债10亿元，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补充与生产口

罩、防护服、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原材料相关的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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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港口类上市公司为医疗材料物资及原料运输提供全力保障。航空类上市公司开辟专门航线和包机运送抗疫物资

和各地赴鄂支援医疗队，接回滞留在境外的湖北籍旅客。

上市公司还积极利用新建立的债

券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绿色通

道”，推出疫情防控债，募集资

金用于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债指

募集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相关且金

额占当期发行金额不低于10％的

债务融资工具。若募集资金全额

用于疫情防控相关，则可为疫情

防控专项债6。截至3月17日，名

称中带有“疫情防控债”标识的

债券已发行293只，发行规模合

计达2385亿元7。

全力提供物流运输服务，支持供应链持续不中断

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好疫情防控支持

保障物资、原料运输

开辟航线，包机

顺丰控股、韵达股份、圆通速运、白云机场、厦门空港等

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春秋航空等

中国国航运送医疗队赴武汉 东方航空推出企业复工复产的定制包机服务 南方航空免费运输救援物资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http://m.xinhua08.com/article/125433

证券日报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3-18/doc-iimxyqwa1311071.shtml7

6

物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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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证监会对2700多家上市公司所做的快速调查显示，98%以上的上市公司已经复

工8。另外，调查样本中的中小公司情况也比较乐观，员工返岗数量超过80%。一些省市的

上市公司复工情况更优于全国水平。3月初，福建全部上市公司已经实现复工，截至3月23

日，返岗率在90%以上的上市公司超过80%9；截至3月20日，江苏99.5%的上市公司已经

复工，其中全面复工及复工率在80%以上的公司占95.4%10；截至3月20日，浙江99.7%上

市公司实现复工11。

上市公司的复工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保障就业和供应链做出了积极贡献。根据《财

经》3月23日发布的调研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仍有36%的公司未复工12。许多上市公司处

于产业链核心位置，这些公司的复工能够快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对改善市场预期

起到支撑作用。

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助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运行

上市公司复工情况

>98%

数据来源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22/content_5494175.htm#allContent

证券时报 http://company.stcn.com/2020/0323/15751814.shtml

中国证券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3-22/doc-iimxxsth0891623.shtml

浙江新闻 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1415626

《财经》调研 https://mp.weixin.qq.com/s/DL8lfPB7MutQZZc1vaPEew

9

10

11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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