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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发布捐赠榜单 引导财富向善
2017 年 1 月 12 日， 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和深圳
国际公益学院家族慈善传承中
心在北京联合发布“2016 中国捐
赠百杰榜”。 王健林、许家印、古
润金连续 6 年上榜， 陈经纬、卢
志强、杨国强成为 6 年以来上榜
5 次的慈善家；而熊新翔等 66 位
慈善家则在 2016 年度首次入
榜。

从 2016 年上榜慈善家的区
域、行业分布看，广东省和房地
产业盛产慈善家，上榜人数和捐
赠总额均列入第一。 房地产行业
32 人上榜，持续六年排第一。 但

是从捐赠规模来看，互联网行业
贡献最大，2016 年捐赠 213 占当
年百杰榜的 56%。

中国捐赠百杰榜自从 2012
年初发布首个榜单后，其后每年
发布一次。 与前几年相比，2016
中国捐赠百杰榜首次将捐赠者
年龄段分析指标纳入其中。

对于新纳入的指标参数，
榜单发布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深圳
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心副
总监程芬在接受《公益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基于研究
需要取用。 每一代人的行为和

思维模式都不一样， 对捐赠者
年龄段进行分析， 可以获知哪
些人属于代际传承、 上世纪 50
年代人捐赠基于哪些缘由？ 政
商关系、 社会回报还是其他考
虑。 我们对捐赠年龄段进行研
究会发现不同年龄段差别十分
明显， 可能获知更深层次的信
息。 ”

“2016 中国捐赠百杰榜首次
纳入这一指标，只是一个开始。 ”
程芬补充道。

作为榜单发布人， 程芬表
示，与各项数据指标的“刷新”相
比，2016 年中国大额捐赠在质量

上的“飞跃”更令人振奋。
“以马化腾、陈天桥、陈一丹

为首的新生代慈善家更具国际
视野和未来意识，也有足够的海
外资产放眼全球规划影响更为
深远的慈善体系， 所以 2016 年
多个慈善家开始支持脑科学、人
工智能、航天航空等前沿科技研
究和文化传承、教育创新，他们
将引领中国慈善事业的进化。 ”
程芬说。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
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傅昌波认
为，经历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我
国社会面临系列“成长后的烦

恼”，需要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
共同努力来治理解决。 2016 年我
国首部慈善法颁布实施及系列
配套政策发布，为高净值人群投
身公益慈善、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修筑了更好的“善道”，这是年度
大额捐赠实现全面突破的重要
原因。

傅昌波表示：“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将持续发布《捐赠百杰
榜》等系列报告、组织‘全球善财
领袖’等培训项目，积极引导财
富向善，为中国培养更多‘深谋
远虑’的慈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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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库在国外已有近百年
发展史， 但在中国还是新鲜事
物。 在某种程度上，母乳对早产
儿、病患婴儿来讲，不仅仅是一
种食物，更是一种治疗的药物。

2017 年 1 月 10 日， 由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
展研究中心携手伊利集团在北
京联合推广中国母乳库项目，助
其驶上“快车道”。

国内无偿捐赠使用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副主任
李正红以《中国母乳库———发展
之路和挑战》为题作了“建立母
乳库重要性和必要性”报告。

李正红说，国内母乳库尚处
于摸索阶段，没有规范的建立标
准和运行指南。 目前，已建的十
余家中国母乳库均为“无偿捐
赠、无偿使用”，所需相关设备、
采集母乳所需的耗材、捐赠者的
血清学检查等相关资金多由医
院或社会捐助承担，缺乏可持续
的资金保障。 参照国外母乳库
“无偿捐赠，有偿使用”的模式才
能够使母乳库可持续发展。

“中国母乳库的建立，应该
呼吁政府、学术团体、传媒机构、
民间团体等都能参与到建设中
来， 使中国母乳库能够在标准
化、 制度化的基础上科学发展，
在有监管、有保障的基础上健康

发展。 ”李正红说。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党

委副书记、 教授李增宁也表示，
“母乳库是一项为特别医疗需要
而选择、收集、检测、运送、储存
和分发母乳的重要设施。 现在很
多国家都已经制定了本国的母
乳库的行业标准，而我国的母乳
库工作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目
前，中国母乳库的建立已经引起
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备受
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期盼。

中国首家母乳库诞生广州

2013 年 5 月，国内首家母乳
库在广州成立。 三个月后，中国
第二家母乳库在南京建立，内地
两家母乳库的成立并无太多的
政府背景，其背后得益于民间力
量的支持。

中国首家母乳库的背后，有
着近 600 人的团队，多年来，母乳
库日常耗材全部由母乳爱团队
负责筹款支持。

2014 年广州“两会”上，有广
州市人大代表建议由广州市政
府出资支持母乳库。 后来，广州
市卫生局到母乳库实地考察，但
最后结论， 是临床应用较少，标
准还没有把握，只是表示支持这
个项目。

对于中国首个母乳库的发展，
卫生部门大多也表示，现阶段主要

是推广和提倡母乳喂养，母乳库是
新生事物，需要继续探索。 ”

据有关调查数据表明，中国
首个母乳库的用奶量甚至低于
捐奶量。

世界已有百年历史

母乳库在国内举步维艰，但
在世界上已有近百年历史。 而据
文献记载，世界上最早母乳库建
于 1909 年的奥地利维也纳。

2004 年，在台北政府的支持
下，台湾成立了第一家母乳库。

台湾联合医院妇幼院新生
儿科主任方丽容成为台湾母乳

库负责人，方丽蓉说，“台北市想
提高母乳喂养率，母乳库是其中
的一项措施。 2003 年，由台北市
政府卫生局出资推动。 ”

为了补贴母乳库，台北市政
府拨款近 1000 万新台币（折合人
民币约 200 万元）， 母乳库暂时
还不考虑实行“无偿捐献，使用
收费”。 不过，方丽容表示他们也
一直在考虑收费，“为使母乳库
能持续经营与维持质量、减轻财
政支出及让使用者能珍惜这宝
贵的资源，往后将考虑由使用者
付费。 ”

目前，台北母乳库还是由政
府负担成本。 台湾母乳库已经成

为了台湾各大医院新生儿科的
重要支持。“迄今为止，台湾母乳
库提供的捐赠乳是以不收费方
式提供给有需求的宝宝，而这些
营运成本全由政府及医院负
担。 ”

共同倡导全面关注

母乳库是公益性的，母乳供
有需要的患儿免费使用。 与献血
这一公益行为较为普及不同，在
国内，捐献母乳还是个新鲜事。

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表
示：“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
进来，共同推动中国母乳库建设
的全面发展，倡导社会各界对中
国母乳库的重视与关注。 ”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
表示，企业愿与中国关工委携手
助力母乳研究，为中国母乳库的
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武韬呼吁：“希望政府
职能部门， 尽早出台相关政策，
使中国母乳库在有监管、有保障
的基础上健康发展；呼吁学术机
构、社会团体，推动中国母乳库
标准颁布，使中国母乳库在标准
化、制度化的基础上运营;呼吁媒
体机构，重视中国母乳库的推广
宣传； 呼吁爱心机构及个人，支
持中国母乳库发展，用公益的方
式推动中国母乳库的进程。 ”

中国母乳库建设的困境与未来

� � 母乳库目前是全公益性的，母乳供有需要的患儿免费使用。 图
为一名志愿者妈妈在捐献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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