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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樹福堂基金、方潤華基金捐資內地縣區、鄉鎮醫療一覽表 

 
 

 
 

 
 

編號 省區 地 址  命 名 協辦單位 
捐資 

年份 

1.  廣東 東莞市厚街鎮 方樹泉醫院 東莞市厚街鎮政府 1985 

2.   清遠市連山縣小三江鎮 方譚遠良衛生院 清遠市委統戰部 2012 

3.   清遠市清新區浸潭鎮桃源衛生院 樹華僑愛綜合樓 清遠市委統戰部 2016 

4.  河南 鄭州市梨河鎮 樹華博愛衛生院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 2007 

5.   開封市通許縣朱砂鎮衛生院 樹華僑愛綜合樓 河南省開封市僑辦 2015 

6.   開封市通許縣長智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河南省開封市僑辦 2017 

7.   林州市五龍鎮衛生院 樹華僑愛住院部 河南省僑務辦公室 2015 

8.   陝縣張汴鄉衛生院 方譚遠良門診綜合樓 河南省僑務辦公室 2015 

9.  福建 尤溪縣管前鎮 樹華博愛衛生院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 2007 

10.   莆田市荔城區北高鎮衛生院 樹華僑愛樓 省僑務辦公室 2011 

11.   莆田市城厢區醫院 潤良僑愛醫技綜合樓 莆田市僑務辦公室 2015 

12.   明溪縣胡坊鎮衛生院 樹華僑愛門診綜合樓 福建省僑務辦公室 2015 

13.   浦城縣仙陽鎮中心衛生院 潤良僑愛綜合樓 福建省僑務辦公室 2017 

14.  青海 湟中縣攔隆口鎮 樹華博愛衛生院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 2007 

15.   同仁縣隆務鎮 潤良僑愛衛生院 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2012 

16.  內蒙古 額爾古納市恩和鄉 樹華僑愛衛生院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2008 

17.   巴彥淖爾市臨河區雙河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2009 

18.   巴彥淖爾市五原縣套海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2009 

19.  黑龍江 海林市新安朝鮮族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2009 

20.   大慶市杜爾伯特縣蒙古族醫院 樹華僑愛手術室 大慶市僑務辦公室 2010 

21.  廣西 大新縣下雷鎮土湖 樹華醫院 中國健康工程計劃推薦 2010 

22.   桂林市灌陽縣西山瑤族鄉 潤良僑愛衛生院 桂林市僑務辦公室 2013 

23.   田陽縣坡洪鎮中心衛生院 潤良僑愛門診綜合樓 廣西自治區僑辦 2016 

24.  湖北 神農架林區新華鎮 樹華博愛衛生院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 2010 

25.   浠水縣巴河鎮西河 樹華海聯衛生院 省海外聯誼會 2012 

26.   孝感市西河鎮衛生院 譚遠良門診大樓 省海外聯誼會 2014 

27.   松滋市中醫院 潤良海聯住院大樓 
中國燭光教育基金推薦 

省海外聯誼會 
2015 

28.  四川 涼山彝族州美姑縣牛牛壩鄉 方肇彝僑愛衛生院 省僑務辦公室 2010 

29.   眉山市洪雅縣三寶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2014 

30.   眉山市丹棱縣雙橋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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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甘肅 積石山縣居集鄉 樹華僑愛衛生院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2011 

32.   天水市張家川縣胡川鄉 潤良僑愛衛生院 省僑務辦公室 2014 

33.  貴州 黔東南州三穗縣雪洞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省僑務辦公室 2011 

34.   安順市關岭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永寧鎮衛生院 樹華僑愛門診樓 省僑務辦公室 2014 

35.  江蘇 豐縣華山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省僑務辦公室 2011 

36.   沛縣大屯鎮郝寨 潤良僑愛衛生院 省僑務辦公室 2013 

37.   連雲港市 樹華僑愛光明醫院 省僑務辦公室 2017 

38.  雲南 騰沖縣界頭鄉 樹華僑愛衛生院 省僑務辦公室 2011 

39.   麻栗坡縣鐵廠鄉 樹華衛生院 中國外交部扶貧辦 2017 

40.  寧夏 彭陽縣草廟鄉 樹華僑愛衛生院 自治區僑務辦公室 2011 

41.   海原縣李俊鄉 樹華僑愛衛生院 自治區僑務辦公室 2012 

42.   靈武市馬家灘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自治區僑務辦公室 2012 

43.  新疆 新源縣阿熱勒托別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自治區僑務辦公室 2011 

44.   托克遜縣郭勒布依鄉 樹華僑愛衛生院 自治區僑務辦公室 2011 

45.  江西 南昌市進賢縣白圩鄉衛生院 樹華僑愛住院大樓 南昌市僑務辦公室 2012 

46.   南昌市安義縣喬樂鄉衛生院 樹華僑愛住院大樓 南昌市僑務辦公室 2015 

47.  河北 承德市興隆縣三河道鄉 樹華僑愛衛生院 承德市外事僑務辦 2012 

48.  山西 婁煩縣靜游鎮 樹華僑愛衛生院 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2013 

49.   太原市陽曲縣小店鄉衛生院 樹華僑愛門診樓 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2016 

50.  山東 臨朐縣九山鎮 樹華醫院 松峰慈善基金推薦 2017 

51.  湖南 桃江縣大栗港鎮 潤良僑愛衛生院 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2014 

52.   洞口縣羅溪瑤族鄉衛生院 樹華僑愛門診樓 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2016 

53.  陝西 寶雞市鳳縣唐藏鎮中心衛生院 樹華僑愛門診樓 省僑務辦公室 2014 

54.  吉林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汪清縣羅子溝

鎮中心衛生院 
樹華僑愛住院樓 省僑務辦公室 2014 

55.  遼寧 葫蘆島市興城市舊門鄉中心衛生院 方譚遠良僑愛樓 葫蘆島市外事僑務辦 2015 

56.  遼寧 葫蘆島市興城市高家嶺鎮衛生院 樹華僑愛門診樓 葫蘆島市外事僑務辦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