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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3家部属高校捐赠收入超千万
� � 10 月 20 日， 小米科技创始
人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捐款
99999999 元建设科技楼，离 1 亿
元只差 1 元。 高校捐赠再次引起
社会关注。

简单盘点一下， 截至目
前，2016 年高校接受的大额捐
赠就有：

9 月 21 日， 博恩集团董事
长熊新翔向电子科技大学捐资
10.3 亿元设立“博恩教育发展
基金”；

4 月 22 日，搜狗公司宣布向
清华大学捐赠 １.８ 亿元， 联合成
立“清华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
院”；

5 月 2 日， 新华都实业集团
创办人及董事长陈发树宣布向
北京大学捐赠 1 亿元，用于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
研究、 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双
方共建研究中心；

10 月 16 日，周海冰、侯莹向
南开大学捐款 1 亿元人民币支
持学校发展。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捐款额

也可以从侧面反映高校的实力。
目前 2016 年还有两个月， 会不
会再出现这样的大额捐赠还未
可知。 但 2015 年的数据已经陆
续出现。

《公益时报》盘点了部属高
校发布的 2015 年部门决算，同
时参考高校基金会的 2015 年年

度报告，为大家制作了一份部属
高校 2015（接受）捐赠榜单。

在教育部所属的 75 家高校
中， 能够查到 2015 年捐赠数据
的有 48 家（以 2015 年部门决算
中列明的数据为主，部门决算中
没有列捐赠收入项或捐赠收入
项为 0 的采用该校所设教育基
金会 2015 年年报的数据， 详见
文 末 表 格）， 合 计 获 得 捐 赠
29.1250 亿元。

2015 年捐赠收入前三甲分
别是北京大学 6.6561 亿元、清华
大学 5.0623 亿元 、 厦门大学
3.4581 亿元。 三者相加 15.1765
亿元， 已经超过总捐款额的一
半，约占 52.10%。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排名第
一、第二相信在大多数人的预料
之中， 这也与两所高校的实力、
地位相匹配。

厦门大学以接近 3.5 亿元的
年度捐赠额名列第三其实并不
令人意外。 几乎每年的校庆，厦
门大学都会获得大量捐款。

2014 年厦门大学 93 周年校
庆，共收到约 3.19 亿元人民币捐
款，其中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捐
赠 1 亿马币（折合人民币 2 亿
元）， 中国园林集团董事长尤钰
涵捐赠 5000 万元人民币， 马来
西亚 IOI 集团掌门人李深静捐
赠 3000 万元。

2015 年厦门大学 94 周年校
庆，收到校友和社会各界捐款共

7000 万余元。其中厦门绿地美职
业有限公司捐款 3000 万元，华
厦眼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2000 万元，主要用于马来西亚分
校建设。还将获赠一架波音 747-
200F 货机，用于航天航空学院的
教学实验。

2016 年厦门大学 95 周年校
庆，根据会上所公布的 100 万以
上的捐款数据，不完全统计就已
近 3 亿元人民币。 其中河仁慈善
基金会捐款 1 亿元。

一次校庆获得大量捐赠容
易，但每年的校庆都可以获得大
量捐赠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
的现象了，而这无疑也是对学校
的一种肯定。

获得捐款超过 5000 万元的
共 13 家，除北大、清华、厦大外，
还有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北京交
通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同济大学十
家。 其中最少的同济大学接受的
捐赠也达到了 5338.91亿元。

这其中获捐过亿元的除北
大、清华、厦大外还有 4 家，分别
是天津大学 1.6118 亿元、 南京
大学 1.5025 亿元、 北京交通大
学 1.1096 亿元、复旦大学 1.0357
亿元。

13 家过 5000 万的高校所获
的捐赠合计超过 24.2279 亿元，
占 48 家所获捐赠的 83.18%。 也
就是说， 其他的 35 所高校所获

的捐赠额不到总捐赠额的两成，
显示出强者愈强的态势。

尽管如此，大多数部属高校

所获的捐赠还是可观的，因为获
捐款超千万的达到了 33 家（含
13 家过 5000 万元高校）。

� � 每 6 个中国人中就有 1 个
在“流动”、新生代占比过半、超
七成流动人口集中在东部……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
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一
组组数据的背后是中国城镇化
快速发展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
巨大改变。

每 6个人中有 1个在“流动”

《报告》数据显示，2015 年，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2.47 亿，占
总人数 18%， 相当于每六个人中
有一个是流动人口。

《报告》分析称，未来一二十
年，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
阶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 的进程，2020 年中国仍有 2
亿以上的流动人口。

“十三五”时期，人口继续向
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
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
持续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
流动农民工比重明显增加。

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过半

《报告》指出，新生代流动人
口占比持续提高，流动人口的平
均年龄明显上升。 2013 年调查的
务工经商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
中，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

占 48.8%，其中“90 后”占 11.2%。
2015 年相应劳动年龄的流

动人口中，新生代的比例已经超
过一半，为 51.1%，“90 后”相应比
例为 12.3%。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平均
年龄呈上升趋势，且老化速度快
于全国人口。 2013 年流动人口的
平均年龄为 27.9 岁，2015 年为
29.3 岁，增加了 1.4 岁。

另外，2015 年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 9.3 年，“80 后”流动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8 年。
相比 2013 年（流动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 9.2 年，“80 后” 受教
育年限为 9.6 年），中国流动人口

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

超七成流动人口在东部

从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看，
2013 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占全
国流动人口的比例为 75.7%，西
部地区为 14.9%；2015 年的相应
比例分别为 74.7%、16.6%。 东部
地区依然是流动人口最集中的
地方，但占比有所下降，而西部
地区占比有所增长。

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以跨
省流动为主，2013 年东部地区跨
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 88.2% ，
2015 年相应的比例有所降低，但
仍达到 87.7%。

平均在外“漂”4.4 年

《报告》 称，2013 年数据显
示，流动人口平均在外流动时间
为 4.36 年，2015 年相应数据则为
4.40 年。

《报告》分析称，就流动时间而
言，流动人口依旧保持着流动的稳
定性，同时因2013 年与 2015 年的
数据相差甚微， 或可说明流动人
口群体也在持续进行着内部成员
的更替， 不断有新的人口加入流
动、现有的流动人口结束流动。

3 月 16 日，新疆昌吉市举办
“春风行动”启动仪式，全疆同步
开展“春风行动”，为农民工提供
专场服务，提供就业岗位，解决
当前就业难现状。 当天为求职者
提供 5000 多个岗位，场面异常火
爆，6000 余求职者“挤爆”现场。

平均月收入超 4500 元

数据显示，2015 年流动人口
平均月收入 4598 元， 相比 2013
年、2014 年同期分别增长 34.0%
和 19.0%。

雇员平均月收入为 4031 元，
较 2013 年的 3133 元有明显增
长。 其中，男性雇员平均月收入
为 4504 元，女性为 3441 元；农业
户口雇员平均月收入为 3705

元，非农业为 5697 元。
另外， 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

集中在 2000~5000 元范围， 占比
为 65.40%，其中，3000~5000 元收
入范围内的流动人口比例最高，
为 34.93%。而收入分布在 8000元
以上范围人口比例仅为 5.38%。

值得一提的是， 人口流出对
家庭经济收入的贡献较为明显。
《报告》分析称，有成员外出家庭
的人均年收入为 18414 元， 比无
人外出家庭高 4998 元。

留守儿童、老人普遍存在

人口流出带来的一大社会
问题就是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
普遍存在。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 国家卫生计生委在河
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
江、安徽、河南、广东和四川等 10
个典型省份开展了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由于
外出打工等原因，父亲或母亲至
少一方跨县外出的 0~17 岁居住
在户籍地的儿童）占农村儿童总
体的 35.6%。 其中安徽、河南、四
川跨省流出集中地区留守儿童
比例较高，达到了 43.8%。 另外，
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也导致留
守老人的出现，留守老人占老人
总体数量的 31.8%。 （据中新网）

中国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体 35.6%

� � 近年来，高校捐赠收入屡创新高。 图为 2016 年 9 月 21 日，博恩
集团董事长熊新翔向电子科技大学捐资 10.3 亿元设立 “博恩教育发
展基金”。

2015 部属高校获捐排行（TOP13）

留守儿童与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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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