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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捐赠流向何方？

中国慈善榜数据观察
2017 年 4 月 26 日，第十四届（2017）中国慈善榜在京发布。 今年，共有 201 位慈善家、414 家慈善企业

进入榜单，总捐赠额达到 145.27 亿元。
连续 14 年编制和发布这样一张榜单，其目的在于“旗帜鲜明地扬善”，肯定社会公益主体的善举，也

在于用数据记录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趋势走向。 明确大体量的捐赠来自于谁、又去向何方，对于公益行业
从业者来说，无疑在未来能更加有的放矢地把握行业方向。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政治
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从榜单来看，无
疑也是慈善资源中心。

今年慈善家榜单中有 34 位
慈善家来自北京， 捐赠总额
16.72 亿元； 慈善企业榜单中则
有 127 家企业来自北京，捐赠总
额达到 25 亿元。 两者相加其数

量已经超过了榜单总数的四分
之一，两者相加的捐赠额总和也
占到了总捐赠额的 28.72%。

这一比例无疑是惊人的，考
察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北京的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 企业总部多，
金融资源多；另一方面，北京的
受捐方也多，高校、国家级基金
会、地方基金会云集。 两相结合，

使北京的慈善捐赠发展水平远
高于其他地区。

紧随北京之后的是广东和
上海。

来自广东的慈善家有 21
位，慈善企业有 56 家，基本上来
自民营企业，显示出广东民营企
业的发达。 同时也与广东作为改
革开放的桥头堡，很多的港澳台
企业、华侨企业将内地总部设在
广东有关。 这些慈善家和慈善企
业基本集中在广州和深圳。

来自上海的慈善家有 7 位，
但慈善企业达到了 44 家。 慈善
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将中国或
大中华区总部设在上海的外企，
从中也可以看到上海的国际化
水平较高。

除了北上广以外，另一个比
较突出的地方是香港：15 位慈善
家、14 家慈善企业入榜。 这是香
港富人群体对内地发展一贯支
持的延续，但也显示出香港对内
地企业家的吸引———这其中不
少捐赠者是在内地发展，而将企
业总部设立在香港的。

除了地域的明显区别以外，
慈善家、慈善企业所在的行业也
呈现集中分布的趋势，这其中最
多的是房地产行业（包括纯房地
产公司和以房地产为主业之一
的公司）。

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慈善家
共 39 位， 总捐赠额达到 26 亿
元，远超第十三届（2016）慈善家
榜的 16 位、5.35 亿元。 来自房地
产行业的慈善企业 36 家， 但捐
赠总额却达到了 7.9 亿元， 平均
捐赠额 2202 万元，远高于 414 家
企业的平均捐赠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来
自房地产行业的慈善家、慈善企
业并不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而是分布在近 20 个省份中。

这既反映了房地产行业对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益事业的重
视，也说明了房地产行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他们的捐赠中本地化的程
度高于其他行业，显示出房地产
行业与所在地的密切关系。

在房地产行业之外， 计算
机、互联网等 IT 相关企业，金融
相关企业和医疗卫生企业的表
现也比较突出。

来自计算机、 互联网等 IT
相关领域的慈善家共 15 位，捐

赠额高达 9.2 亿元， 平均捐赠额
超过了 6000 万元， 接近所有慈
善家平均捐赠额的 2 倍。

慈善企业共 27 家， 捐赠总
额也高达 9.2 亿元， 平均捐赠额
3412 万元，接近入榜企业平均水
平的 2 倍。

来自医疗卫生行业的慈善
家共 8 位，慈善企业则达到了 44
家。 这一行业的捐赠最大的特色

是物资所占比例高于其他行业，
有很多是药品、器械捐赠，捐赠
时也偏好医疗卫生健康领域。

金融相关行业也是近年来特
别值得关注的行业， 来自金融相
关行业的慈善家有 14 位，慈善企
业 52家。 虽然捐赠额不高，但表
现得十分活跃， 尤其是近年来发
展迅速的投资管理类的公司，跻
身慈善榜的数量在不断攀升。

无论来自哪个地域或哪个
行业的， 捐赠最终要抵达受助
者，关键是如何抵达受助者。从
慈善榜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
到， 这些捐赠机会都投向了高
校和全国性基金会（包括公募
基金会和企业自己发起设立的
非公募基金会）。

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和企业
开始将巨额捐赠投向高校。 其
中慈善家的捐赠中有 19 笔单
笔过亿元的捐赠捐给了高校，
这在公益组织接受的捐赠中几
乎看不到。 这些投向高校的捐
赠大多会指向科研教学， 很多
还会在大学成立相应的研究中
心等机构。

除了高校之外， 基金会是
接受捐赠的主力军。 这其中接
受捐赠最多的是全国性基金

会，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其
一， 国家级基金会一般规模比
较大，执行力较强；其二，很多
全国性基金会的项目并不局限
于一地，其覆盖范围较广。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发起了
基金会， 资金会先捐赠给基金
会，再向外捐赠，而不是直接捐
赠。 例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在 2016 年， 就将 3.1 亿元捐
赠到了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 ;
腾讯公司就向腾讯公益基金会
捐赠了 5.7 亿元。

这说明企业在公益慈善方
面不再满足于一次性的捐赠，
而是越来越追求专业、可持续。
其他的公益组织在争取资金的
时候需要更多地考虑这一趋
势。

无论是通过怎样的机构实
施公益项目， 最终会落实到具
体的领域。 哪些领域是大额捐
赠所青睐的呢？榜单数据显示，
捐赠被集中在教育、扶贫、医疗
领域。

教育方面，除了上文提及
的投向高等教育的，中小学依
然是大额捐赠偏好的领域。慈
善家方面，明确投向教育领域
的资金达到 35 个亿以上，慈
善企业投向教育领域捐赠则
达到了 15.7 亿元。 两者相加
几乎占到总捐赠额的三分之
一。

其次是投向扶贫领域的，
其中慈善家投入的资金达到
5 亿元，慈善企业投入的资金
达到 13.3 亿元。 这还不包括
投入留守儿童保护、 残障、疾
病救助等与扶贫相关领域的
资金。

第三个领域是医疗卫生
健康领域，总捐赠额也超过了
10 亿元。这与医疗卫生领域的
企业捐赠比较积极有关，也与
大病救助类公益项目的成熟
有关，更与经济发展起来以后
国人对卫生健康的诉求提升
有关。

慈善资源最集中的城市：北京

慈善捐赠最多的行业：房地产

慈善捐赠最集中的去向：高校、基金会

慈善捐赠最重要的领域：
教育、扶贫、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