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7年度企业大额捐赠快速上涨

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行业表现亮眼
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企

业榜入榜企业共 721 家，总捐赠
额超过 120.7864 亿元。

从第十三届（2016）中国慈善
企业榜的 349 家、48.67 亿元，到
第十四届（2017）中国慈善企业榜
的 414 家、71.1553 亿元， 再到本
届数据统计显示，我国企业大额
捐赠（100 万元以上）呈现持续增
长态势。

在这些企业中，年度捐赠额
在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30 家，
总捐赠额达到 55.0227 亿元。 年
度捐赠额在 5000 万元至 1 亿元
之间的有 31 家， 总捐赠额达到
19.8844 亿元。

年度捐赠额最高的是腾讯
公司，达到 8.2 亿元，主要捐赠给
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
利用这些资金通过 99 公益日等
活动支持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已

经成为一种公益现象，其影响远
远超出资金本身。

与腾讯公司类似， 排名靠前
的企业大多数将资金捐赠给了基
金会。 如三峡金沙江川云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向三峡集团公益基金
会捐赠了 2.97627 亿元； 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向清华大学教育基
金会捐赠了 2 亿元；神华公益基
金会则收获了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国华电力分公司的
1.98 亿元和神华神东煤炭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 1.74 亿元；深圳
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向顺丰公
益基金会捐赠了 1.1亿元……

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慈善法》实施后，一方面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专业慈
善组织的作用，通过慈善组织来
实施专业公益的规模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慈善法》关

于捐赠减免税等鼓励措施开始
发挥影响，推动了企业的大额捐
赠。

在民企身上这一点表现得
尤为明显。 榜单共收录了 531 家
民企，遍布大江南北，省市县乡
各级都有。 这些民企的总捐赠额
达到 83.5344 亿元， 占榜单总额
的 69.16%，可以说民企在我国的
慈善事业中已经是一支不可或
缺的支柱型的力量。

与民企相对，榜单收录的国
企 123 家， 总捐赠额 24.5746 亿
元。 虽然总数不高，但每家企业
的平均捐赠额则高达 1998 万元。

从企业涉及的行业来看，房
地产业领先，共有 140 家企业入
榜，捐赠额达到了 28.8892 亿元，
接近占到整个榜单总捐赠额的
四分之一；其次是医疗卫生行业
的企业，共 74 家，捐赠了 9.8235

亿元； 再次是互联网相关企业，
共 52 家， 捐赠额达到了 15.5678
亿元；第四是金融行业的 45 家，
捐赠额达到了 5.8337 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把资产
管理、投资管理类的企业也列入
金融行业的话，入榜的企业则达
到了 87 家， 捐赠额则达到了
13.2876 亿元。企业数仅次于房地
产行业列第二，捐赠额接近互联
网行业，列第三。

从平均捐赠额来说，表现最
突出的依然是互联网企业，平均
捐赠额 2993 万元， 略低于 2016
年度的 3411.8996 万元。

从地域来看，北京和广东一
南一北依然是慈善捐赠资源最
丰富的地区。 来自北京的入榜企
业最多， 共有 148 家， 捐赠了
20.1830 亿元； 广东入榜的 82 家
企业则捐赠了 36.6165 亿元。 从

捐赠额上来看， 其次是江苏、浙
江、福建、重庆，东部捐赠西部受
益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慈善企业的这些大额捐赠
都捐向了哪些领域呢？ 统计数据
显示， 教育是最受关注的领域，
投入教育领域的捐赠总额达到
35.3855 亿元， 占总捐赠额的
29.29%。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一
半以上是捐赠给了大学，投入到
高等教育的建设中，达到 18.4494
亿元， 高于投入中小学的资金，
教育公益方向的转移已经成为
现实。

教育之后，投入医疗卫生领
域的资金为 9.2830 亿元。 环保领
域也开始得到重视， 达到 6.5335
亿元。 专项用于扶贫攻坚的资金
则达到 6.1975 亿元。 以往表现突
出的救灾领域获得的捐赠为
2.355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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