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牛根生：“中国富人出来做慈善的少，因为中国富足的时间短。富
人终究会这么做，因为最终谁也不能把财富带到棺材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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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在全球崭露头角的
中国善一代

2016 年底，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家族慈善传承中心发布了《全
球慈善家族百杰报告（2016）》，
评估对象为全球范围内捐赠总
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家族。 其中，
华人家族达到 29 个， 其中来自
内地、 香港和台湾的分别为 15
个、6 个和 3 个。另有 5 个是来自
新加坡、加拿大、泰国、菲律宾等
国家的华裔家庭。

与欧美等老牌家族相比，华
人家族尤其是中国内地的慈善
家族大部分由第一代创富者掌
舵， 整体上处于财富积累阶段，
从事慈善活动的历史还比较短。
所以，在捐赠体量、慈善专业化
程度、持续时间和社会影响力等
方面，距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较
大差距。

根据公开数据，实际捐赠额
超过 10 亿美元的华人家族代表
有王永庆、李嘉诚、霍英东、邵逸
夫、曹德旺、马云等人。 他们均建
立了以父辈或本人名字命名的
基金会或公益信托。

华人家族的境外捐赠在近几
年明显增加，除了李嘉诚、陈启宗、
马云、陈一丹、牛根生等慈善家重
视国际化捐赠，甚至在海外设立家
族基金会和信托、面向全球设计公
益项目，曹德旺、许荣茂、马化腾等
人也在其海外居住地或外国投资
所在地有捐赠行为。

华人家族的捐赠集中于助
学、扶贫救灾等保障类项目。 近
几年，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慈善家
关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但
是直至 2015 年底， 百杰名单中
的中国慈善家族无一将科学研
究列为首要捐赠领域。 直至前不
久， 陈天桥宣布成立 10 亿美元
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

老牛基金会向西方取经

国内来看，目前最能称为慈
善家族的是牛根生一家。 牛根生
50 岁后逐步淡出商界，专心做慈
善，希望将老牛基金会办成“中

国式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但在
当时，国内并没有什么家族基金
会的经验可以借鉴。 于是，牛根
生带领团队考察了欧美数十个
家族或个人基金会，学习这些基
金会能够长远发展、 传承的经
验。 在牛根生家族慈善的发展
中，这些经验影响非常小。

牛根生将老牛基金会交给
专业团队来管理，施行“理事会
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 法人
由秘书长担任，自己仅担任荣誉
会长，提供建议和指导。 其家族
成员也并未加入理事会，而是学
习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的经验和模式，创立了“老牛兄
妹公益基金会”， 牛奔担任理事
长，牛琼担任副理事长，牛奔的
妻子陈霄鹏担任秘书长。

老牛基金会的捐助方向主
要为环境保护、文化教育、行业
推动、救灾帮困等，而老牛兄妹
公益基金会则支持支持儿童成
长和青年创业项目。 家族基金会
的优势， 秘书长雷永胜总结过：
能够持续提供慈善资源，开展的
公益慈善事业更有广度和深度，
亦可以担负行业发展推动着的
角色。

在老牛基金会这样的家族
基金会中， 秘书长一职尤为重
要，需要把握全局，兼顾和平衡
好家族、 基金会和社会三方面
的权益。 秘书长雷永胜在基金
会管理上很有心得。 雷永胜认
为，资产保值增值、治理结构和
管理机制、 团队稳定和能力是
家族基金会能够长久发展的关
键。 雷永胜曾表示，随着牛根生
家族及老牛基金会事业的传承
和壮大， 将会成立一个家族办
公室， 统领整个牛氏家族的资
产管理和监督。

说到“家族办公室”，这是一
个在西方国家具有较长历史的
服务机构概念。 对于许多世界著
名家族而言，当家族发展到一定
规模时，家族办公室将是必备的
核心机构，提供家族需要的传承
方案以及资产配置、子女教育等
多项服务，可以说是家族的“首
席运营官”。 家族办公室在中国
还很新颖， 但是需求已经显现，

甚至，已经出现了为财富家族提
供包括家族慈善顾问等服务的
家族办公室公司。

家族成员达成共识
是首要问题

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与自
己家人一起做慈善面临着另外
的挑战。 与家族成员一起发展慈
善事业，成员之间需要审慎沟通
和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每
个成员扮演的角色需要有明确
的分工。 另外，家族慈善资金的
来源是动用个人财富、依靠家族
生意、家族成员共同资助，还是
筹集资金?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问题。

做好家族慈善，首先要在家
族成员之间达成共识，家族需要
在慈善事业的执行方法、所需金
额和慈善架构等方面达成共识。
其次，要考虑机会成本，每个参
与的家族成员都应了解慈善事
业的承诺，并明白投入的资源不
可用于其他用途。

典型的案例，就是“余彭年
百亿裸捐受阻” 著名慈善家、中
国裸捐第一人、曾多次登上中国
慈善榜的余彭年，生前曾立下遗
嘱，将近百亿全部身家“裸捐”做
慈善。 然而，在余彭年离世半年
后，家族成员因“裸捐”一事对簿
公堂。

余彭年在 2009 年 1 月 16 日
成立了余彭年信托，明确的方向
就是将资产用于慈善事业。 余彭
年信托属于家族信托。 这种家族
信托可降低继承的风险。 如果离
婚分家产、 意外死亡或被人追
债，这笔钱都将独立存在，不受
影响。 这也意味着余彭年早已确
定资产独立性，并不受干扰地用
于慈善事业。

余彭年去世后，在遗愿执行
过程中，余彭年次子彭亚凡认为
遗嘱无效，反对裸捐。 表示会全
力履行祖父遗愿的长孙彭志兵，
以个人及余彭年慈善信托基金
惟一受托人的身份，正式向香港
高院起诉，要求法庭证明遗嘱有
效。

2016 年 4 月 22 日， 彭亚凡

正式向香港高院提交了关于余
彭年遗嘱内容的不抗辩答复书，
表明彭亚凡及家人不再质疑遗
嘱有效性。 5 月 2 日，正是余彭年
离世一周年祭日。 这一天，长孙
彭志兵和次子彭亚凡在墓前代
表家人告慰余老：家人会坚决执
行他的意愿，实现他对社会百亿
裸捐的承诺。

财富代际传承与行业变迁

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产业
变革，第一代富人在进行财富代
际传承的同时，也往往面临着换
代同时从传统的“老经济”行业
转移到“新经济”行业的挑战。 这
其中，也影响到了家族基金会的
稳定性。 比如山西前首富李兆会
成立的海仓慈善基金会。

2008 年 10 月 22 日，在太原
举办的海鑫集团 20 周年庆典
上， 海鑫集团宣布出资 5000 万
元，成立以集团创始人李海仓的
名字命名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
会———海仓慈善基金会。 海鑫集
团董事局主席、李海仓之子李兆
会任基金会主席，理事会成员基
本来自李家及其企业相关人员。
海仓基金会由家族企业出资成
立，既是企业基金会，也带有家

族特点。
在李氏家族的故事中，慈善

是不可或缺的一笔。 海仓基金会
成立时，李兆会表示海鑫集团已
累计向社会捐款近 2 亿元。 2004
年第一届中国慈善榜上，“李春
元（李兆会祖父） 及其家族”以
1400 万捐款上榜 。 2005 年以
1752 万元排在榜单第十位。 2009
年慈善榜， 李兆会以 6079 万元
捐款位列第 8， 并被评为当年的
十大慈善家之一。 2010 年之后的
捐赠逐渐减少。

2003 年， 在父亲李海仓遇
刺后， 留学澳大利亚的李兆会
中断学业回国接班， 在爷爷李
春元的支持下主掌海鑫集团，
成为山西首富。 随后的民营钢
铁行业寒冬漫漫， 作为这场危
机中的一分子， 海鑫的多元化
发展并不成功。 2014 年，海鑫集
团申请破产。

2014 年之后，海仓基金会就
悄无声息了。 海仓基金会的年度
报告也止于 2013 年，2014、2015
年的年报无法从公开途径查询
到，包括中国社会组织网，海仓
基金会官网则早已无法打开。 在
李兆会的故事中，慈善为财富传
承提供更好的途径，而是在企业
失败后，一损俱损。

家族慈善：善一代们的谋篇布局

� � 余彭年：“我活着的时候，（资产）没有人敢动。 等我百年之后，有
人打主意怎么办？ 所以，建立一个慈善机制很重要。 ”

对于富人及其家族来说，
慈善不只是慈善，也涉及财富
传承、家族社会影响力等很多
方面。 有分析认为，在未来 5
到 15 年里， 大约 90%的中国
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将陆续面
临着家族财富传承的挑战。 而
慈善，正是财富传承的一种特
殊方式。 对于家族而言，这种
方式安全 、制度化 ，并且可以
进一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
和品牌形象，回馈社会的同时
传承了家族的价值观内核。

可以预见，家族慈善在不
久之后，也会成为中国富人们
重要选择。 而现在，善一代们
的慈善之路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