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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 2016 年
5 月 22 日，香
港， 腾讯主要
创始人陈一丹
宣 布 捐 赠 25
亿 港 元 （ 约
3.2 亿 美 元 ）
设立教育奖项
“一丹奖 ”，有
关款项已于奖
项成立之前完
成捐赠。

■ 本报记者 皮磊“诺而不捐”窘境该如何化解？
近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与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联合发布了《中国亿元捐赠
与战略慈善发展报告》。 该报告
通过分析大额捐赠行为的公开
资料发现， 大额捐赠更注重时
间规划。

据统计，2011 至 2016 年间，
累计捐赠总额超过一亿元人民
币的慈善家（含个人及其控股企
业捐赠， 不含私人基金会捐赠）
有 123 位，捐赠总额（含承诺）达
1131.43 亿元。 报告提到，这 123
位亿元捐赠人的 24 笔承诺捐
赠，规划期一般 5 至 10 年。

有规划的拨付，看上去很美
好。 此前，记者对 10 余笔发生在
2016 年的大额捐赠（承诺捐赠金
额在一亿元以上） 进行了采访，
除陈一丹捐赠 25 亿港元设立
“一丹奖”已全额到账，其余全部
为分期到账，规划到账时间为 10
年的也很常见。

由于不少捐赠是根据项目进
展拨付资金，在项目没有新进展的
情况下，捐赠行为何时落地也没有
明确的时间，甚至有些捐赠在拨付
了少量资金之后一拖再拖，最后可
能不了了之。 此外，由于涉及股权
及有价证券等非现金形式，一些大
额捐赠也迟迟没有兑现。

按项目拨付，是严谨还是
托辞

《中国亿元捐赠与战略慈善
发展报告》指出，受税制影响，早
年捐赠只能在当年抵扣税款，如
果企业超过应纳税款的 12%，多
余部分无法享受捐赠税前扣除
的优惠，因此很多捐赠人会分批
拨付善款，从而享受最大化的税
收优惠。

毋庸置疑，这是很多企业考
虑分批拨付善款的原因之一。 不
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大
额捐赠都是按项目进度拨付资
金，而由于项目规划需要一定周
期，捐赠方与受捐方对项目具体
实施形式未达成一致，或项目进
展缓慢、未达到捐赠方预期等原
因，导致捐赠迟迟无法落地。 这
样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2016 年 9 月， 重庆博
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

新翔向其母校电子科技大学捐
资 10.3 亿元。 其中 3000 万元分
三年到账，另外 10 亿元分 10 年
到账。 记者了解到，该笔捐赠属
于项目制，即根据项目的实际进
展来拨付，而目前尚处于项目洽
谈阶段，只有等项目具体落实之
后资金才会逐步到账。

更早之前，2016 年 2 月，浙
江通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宣布
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
捐赠两亿元， 用于校园建设，并
按照建设进度分期拨付。 2016 年
2 月底，企业拨付了首笔 2000 万
元资金。 不过，由于双方对建设
规划还在讨论中，尚未确定具体
方案，这笔资金仍未使用。

为让善款真正用到实处、使
其符合捐赠人的意愿，同时不对
企业正常运作产生大的影响，大
额捐赠分期拨付无可厚非，按照
捐赠协议执行也没有问题。 不
过， 在少数情况下，“分期到账”
或“按项目效果拨付”也容易成
为企业捐赠或其他形式捐赠“烂
尾”的由头。

2011 年 12 月 21 日，帝亚吉
欧公司旗下尊尼获加品牌在上
海举办新闻发布会， 宣布启动
“语路”问行动。 项目投 1000 万
元，寻找六位梦想实践家。 2012
年 4 月， 六位获胜者人选确定。
按计划， 每人 166.7 万元的资助
金分三期支付，由合作基金会代
为支付，即帝亚吉欧与相关基金
会签署捐赠协议，基金会再与获
选者签署资助协议。

不过，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
样顺利，有人只拿到了一年的资
助，有人虽拿到两期资助，但情
况也并不乐观。 期间，企业联系
人及合作基金会都有变动，受助
人虽然按照要求提交项目计划，
但此后的沟通并不顺畅，甚至与
企业失去了联系，而活动承办方
与基金会也互相推诿。

结果是，当时非常需要这笔
资金来开展项目的参与者计划
受到很大影响；而拥有其他筹款
渠道的参与者也逐渐失去耐心，
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股权捐赠，是慷慨还是忽悠

除了现金捐赠，近年来股权

捐赠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因为现
代企业家的财富很多是以股票、
证券等形式存在的。 由于股权捐
赠数额通常都很大，因此也会得
到媒体及社会特别关注。

2009 年 10 月， 新华都实业
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宣布成立新
华都慈善基金会，同时宣布捐出
其个人持有的市值 83 亿元人民
币的股票资产。 不过在此后两年
半时间，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仍没
有收到这笔捐赠。

据媒体 2012 年的报道，新
华都慈善基金会提供的《福建新
华都慈善基金会关于捐赠情况
的说明》显示，自新华都慈善基
金会成立至 2012 年 6 月底，由
捐赠人捐赠的股票权益性现金
收入共计 1.58 亿元； 与此同时，
基金会通过不同形式的慈善活
动支出共计 1.87 亿元，差额部分
已通过捐赠人减持股紫金矿业
股票予以弥补。

该说明指出，上述(当时市值
83 亿元)股份每年产生的权益性
收益，是基金会每年基本的慈善
资金来源。但 2009 年 10 月 20 日
财政部颁发的《关于企业公益性
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
明确规定：企业捐赠后，必须办
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再对已捐赠
股权行使股东权利。

对于股票迟迟没有过户的
原因，新华都方面称，根据当时
的法律法规，捐赠人捐赠的有价
证券过户到基金会将产生巨额
税款，可用于做慈善的资金将大
大减少。 陈发树 83 亿元的股票
如果兑现捐赠， 要缴纳 20.75 亿
元的企业所得税， 剩下的 62.25
亿元资本，每年产生的收益还要
被收税。 也就是说，企业当时是
以税负过高为由没有兑现捐赠。

另一笔引起广泛关注的股
权捐赠发生在 2015 年。 当年 8
月，何巧女承诺将个人所持有的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
司 7630 万股股票通过减持的形
式，以现金的方式捐赠给北京巧
女公益基金会，当时股票价值约
为 29.23 亿元， 根据项目进展逐
年拨付。 该笔捐赠使得何巧女位
居 2015 中国捐赠百杰榜第一
名。 不过，截止到去年 4 月，媒体

证实该笔捐赠并未实施。

法律能否化解“诺而不捐”
窘境

2016 年 4 月 20 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
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 支持和鼓励公益
事业发展。

该通知第一条规定， 企业
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实施的股权
捐赠，应按规定视同转让股权，
股权转让收入额以企业所捐赠
股权取得时的历史成本确定；
第二条规定， 企业实施股权捐
赠后， 以其股权历史成本为依
据确定捐赠额， 并依此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在所得税
前予以扣除。 公益性社会团体
接受股权捐赠后， 应按照捐赠
企业提供的股权历史成本开具
捐赠票据。

另外，2017 年 2 月，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修改企业所得税
法的决定，以更大税收优惠鼓励
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修改后的企
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为：企业发生
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
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
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结
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而原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
业的捐赠只允许按照占企业利
润 12%的比例在当年进行扣除，
超出 12%的部分不再允许扣除。
此次修订实际上是对捐赠扣除
优惠政策的扩大，解决了一大部
分大额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 经
过这次调整，中国税收优惠鼓励
慈善捐赠的力度也超过了许多
国家，如美国、荷兰、韩国的扣除
比例是 10%，德国分为 5%和 10%
两档。

如果上述两笔股权捐赠发
生在今天，那么捐赠者恐怕也没
有理由不兑现承诺了。

不过，记者通过对几家基金
会的采访了解到，对于企业或其
他机构“诺而不捐”的现象，他们
表示能够理解。 广东某基金会负

责筹款的工作人员谈到，“有时
候可能是因为企业对项目的理
解和执行方不同，导致企业没有
及时拨付款项，或拖着不给。 我
们一般会和企业进行友好沟通，
截至目前没有遇到过特别恶劣
的情况。 ”

在一些民间发起的基金会
看来，即使发生“诺而不捐”的情
况， 可能也不是出于主观恶意，
而是在承诺捐赠时对情况判断
不够，没有考虑执行过程中会遇
到的问题。“我们对接的都是小
型的资源，大多是有公益心的普
通民众，如果通过法律程序去追
讨捐款，可能会把大家吓跑。 因
此， 我们只能尽量做正面引导，
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上海联劝
公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对于“诺而不捐”的现象，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慈
善法律中心主任黎颖露表示，可
根据慈善法第 41 条请求支付剩
余捐赠，“不过实践中诺而不捐
的现象确实很少是通过法律途
径来解决的，当然慈善法也就此
作出了支付令等简化程序，便于
慈善组织维护自己的权利。 ”

慈善法第 41 条规定， 捐赠
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
义务。 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
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
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
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
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一） 捐赠人通过广播、电
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
诺捐赠的；

（二） 捐赠财产用于本法
第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
的慈善活动，并签订书面捐赠
协议的。

不过，该条款也同时提出，
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
书面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
恶化， 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
者家庭生活的， 经向公开承诺
捐赠地或者书面捐赠协议签订
地的民政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
开说明情况后， 可以不再履行
捐赠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