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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树福堂基金、方润华基金捐资内地县区、乡镇医疗一览表 

 
 

 
 

 
 

编号 省区 地 址 命 名 协办单位 
捐资 

年份 

1.  广东 东莞市厚街镇 方树泉医院 东莞市厚街镇政府 1985 

2.   清远市连山县小三江镇 方谭远良卫生院 清远市委统战部 2012 

3.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桃源卫生院 树华侨爱综合楼 清远市委统战部 2016 

4.  河南 郑州市梨河镇 树华博爱卫生院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007 

5.   开封市通许县朱砂镇卫生院 树华侨爱综合楼 河南省开封市侨办 2015 

6.   开封市通许县长智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河南省开封市侨办 2017 

7.   林州市五龙镇卫生院 树华侨爱住院部 河南省侨务办公室 2015 

8.   陕县张汴乡卫生院 方谭远良门诊综合楼 河南省侨务办公室 2015 

9.  福建 尤溪县管前镇 树华博爱卫生院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007 

10.   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卫生院 树华侨爱楼 省侨务办公室 2011 

11.   莆田市城厢区医院 润良侨爱医技综合楼 莆田市侨务办公室 2015 

12.   明溪县胡坊镇卫生院 树华侨爱门诊综合楼 福建省侨务办公室 2015 

13.   浦城县仙阳镇中心卫生院 润良侨爱综合楼 福建省侨务办公室 2017 

14.  青海 湟中县拦隆口镇 树华博爱卫生院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007 

15.   同仁县隆务镇 润良侨爱卫生院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2 

16.  内蒙古 额尔古纳市恩和乡 树华侨爱卫生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8 

17.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9 

18.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套海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9 

19.  黑龙江 海林市新安朝鲜族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9 

20.   大庆市杜尔伯特县蒙古族医院 树华侨爱手术室 大庆市侨务办公室 2010 

21.  广西 大新县下雷镇土湖 树华医院 中国健康工程计划推荐 2010 

22.   桂林市灌阳县西山瑶族乡 润良侨爱卫生院 桂林市侨务办公室 2013 

23.   田阳县坡洪镇中心卫生院 润良侨爱门诊综合楼 广西自治区侨办 2016 

24.  湖北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 树华博爱卫生院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010 

25.   浠水县巴河镇西河 树华海联卫生院 省海外联谊会 2012 

26.   孝感市西河镇卫生院 谭远良门诊大楼 省海外联谊会 2014 

27.   松滋市中医院 润良海联住院大楼 
中国烛光教育基金推荐

省海外联谊会 
2015 

28.  四川 凉山彝族州美姑县牛牛坝乡 方肇彝侨爱卫生院 省侨务办公室 2010 

29.   眉山市洪雅县三宝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4 

30.   眉山市丹棱县双桥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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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甘肃 积石山县居集乡 树华侨爱卫生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11 

32.   天水市张家川县胡川乡 润良侨爱卫生院 省侨务办公室 2014 

33.  贵州 黔东南州三穗县雪洞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省侨务办公室 2011 

34.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永宁镇卫生院 树华侨爱门诊楼 省侨务办公室 2014 

35.  江苏 丰县华山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省侨务办公室 2011 

36.   沛县大屯镇郝寨 润良侨爱卫生院 省侨务办公室 2013 

37.   连云港市 树华侨爱光明医院 省侨务办公室 2017 

38.  云南 腾冲县界头乡 树华侨爱卫生院 省侨务办公室 2011 

39.   麻栗坡县铁厂乡 树华卫生院 中国外交部扶贫办 2017 

40.  宁夏 彭阳县草庙乡 树华侨爱卫生院 自治区侨务办公室 2011 

41.   海原县李俊乡 树华侨爱卫生院 自治区侨务办公室 2012 

42.   灵武市马家滩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自治区侨务办公室 2012 

43.  新疆 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自治区侨务办公室 2011 

44.   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 树华侨爱卫生院 自治区侨务办公室 2011 

45.  江西 南昌市进贤县白圩乡卫生院 树华侨爱住院大楼 南昌市侨务办公室 2012 

46.   南昌市安义县乔乐乡卫生院 树华侨爱住院楼 南昌市侨务办公室 2015 

47.  河北 承德市兴隆县三河道乡 树华侨爱卫生院 承德市外事侨务办 2012 

48.  山西 娄烦县静游镇 树华侨爱卫生院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3 

49.   太原市阳曲县小店乡卫生院 树华侨爱门诊楼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6 

50.  山东 临朐县九山镇 树华医院 松峰慈善基金推荐 2017 

51.  湖南 桃江县大栗港镇 润良侨爱卫生院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4 

52.   洞口县罗溪瑶族乡卫生院 树华侨爱门诊楼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6 

53.  陕西 宝鸡市凤县唐藏镇中心卫生院 树华侨爱门诊楼 省侨务办公室 2014 

54.  吉林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罗子沟

镇中心卫生院 
树华侨爱住院楼 省侨务办公室 2014 

55.  辽宁 葫芦岛市兴城市旧门乡中心卫生院 方谭远良侨爱楼 葫芦岛市外事侨务办 2015 

56.  辽宁 葫芦岛市兴城市高家岭镇卫生院 树华侨爱门诊楼 葫芦岛市外事侨务办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