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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三成网友表示曾向母校捐赠

截至 10月 28日 8时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向清
华大学捐赠 22 亿元

10 月 22 日上午，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赠清
华大学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
会未来 10 年内将向清华大学捐资 22 亿元人民币，用
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基础前沿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
高端人才引进，助力清华发展。

点评：与 22 亿元的捐款总额相比，更值得关注的
是这笔捐赠在 10 年里究竟会如何落实， 如何发挥真
正的作用。

辽宁三季度全省
查处非法社会组织 202 个

据《华商晨报》报道，三季度辽宁全省各级民政
部门依法查处非法社会组织共计 202 个。 截至目前，
辽宁全省共有 25421 家登记社会组织，列入清理规范
名单 10244 家，撤销登记 2917 家社会组织。

点评：查处非法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
工作，保证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中国红基会累计救助
100 名阿富汗先心病患儿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10 月 26 日，27 名病情危
重以及当前最宜实施手术的阿富汗先心病患儿与
其家人已来到中国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中国红基
会将累积实现救助 100 名阿富汗先心病患儿的目
标。

点评： 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之路正在逐步展
开，期待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加入。

2020 年年底前实现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近日， 生态环境部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
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20 年
年底前，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选择至少 1 座环境
监测设施、1 座城市污水处理设施、1 座垃圾处理设
施、1 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设施向公众开放，鼓励地级及以上城市有条件开放的
四类设施全部开放。到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年底
前，各省（区、市）四类设施开放城市的比例分别达到
30%、70%、100%。

点评：环保设施的开放将促使公众理解、支持、参
与环保，激发公众环境责任意识，推动我国环保事业
的快速发展。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10月 25日 吕志和 2亿元 生物医学馆建设 清华大学

2018年 10月 26日 许家印 1亿元 教学科研建设 武汉科技大学

2018年 10月 27日 三人行广告有限公司 1000万元 共建映山红青年学院 井冈山大学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8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皮磊

10 月 28 日， 小朋友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公
益展台感受盲人的生活，了解大学生志愿者帮扶盲
人的公益项目。 当日，杭州市举办首届志愿服务文
化节，启动最美社区志愿服务课堂及文化培育三年
行动计划，并开展现场便民志愿服务等活动。 截至
目前，杭州市已有志愿服务组织 3.2 万余个，注册
志愿者达 243 万余人。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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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 ka： 到 账 才
算数 ，不是空头支票
就好 。

东方旅 _mt：成
功人士 都 爱给 母 校
捐款啊~我几时可以
让母校因我而骄傲。

莲 花 山 情 怀 ：
清 华 等 名 校 不 差
钱 。 很 多 偏 远山 区
连九年 义 务 教育 都
很紧张 。 能 不 能先
支持下那里 ？

� � 1.你是否为自己的母校进行过捐赠？
A捐过；31.35%
B没有；51.15%
C有捐赠意愿。 17.50%

2.你觉得高校获得大额捐赠后应主要用于哪些领域？
A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如教学楼等硬件设施；49.42%
B 支持学校提高科研水平， 培养人才及优秀师资；

41.35%
C 提高对学生资助水平以及对优秀教师的奖励等。

9.23%

3.你觉得普通高校如何才能获得更多捐赠，破解大额捐
赠扎堆现象？

A 培育学校特色文化氛围， 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44.81%

B通过校庆日等特殊节点加强联系， 扩展社会捐赠回报
渠道；36.73%

C 加大公众倡导力度， 增强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认识。
18.46%

� � 近日， 有关大额捐赠的报道
再次引发了公众热议。

10 月 22 日上午，广东省国强
公益基金会捐赠清华大学暨"国强
楼"奠基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 广
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宣布未来 10
年内将向清华大学捐资 22 亿元，
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基础前沿科
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
进，助力清华发展。

去年 5 月， 浙江大学获得上
海遂真公司的 11 亿元捐款，打破
了前年 9 月由电子科技大学校友
熊新翔创造的 10.3 亿元捐赠纪
录。 而此次清华大学获捐 22 亿元
再次打破记录， 这也是截至目前
国内高校所获的最大单笔捐赠。

不止如此。 仅仅三天后，清华
大学再次收到一笔大额捐赠。 10
月 25 日，嘉华集团主席、吕志和
慈善基金董事吕志和博士宣布向
清华大学捐赠两亿元， 新建清华
大学生物医学馆两座大楼。

数据显示， 近年来我国大额
捐赠持续增长， 且主要集中在几
个特定领域， 尤其高等教育领域
吸引了大多大额捐赠。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
社会捐赠最关注的三个领域依然
是教育、医疗健康、扶贫与发展，
分占捐赠总量的 27.44%、24.10%、
21.21%。这三个领域接收捐赠共计
约 1091.15 亿元， 占捐赠总量
72.75%。 其中，教育领域吸收了最
多的社会捐赠， 尤其是像清华北

大这样的一流名校， 吸引了绝大
多数大额捐赠。

数额巨大， 是这些捐赠共同
的特点， 比如： 百度创始人李彦
宏、 马东敏夫妇宣布与百度公司
一起， 向北京大学捐赠 6.6 亿元
（含部分等值资产）； 新华都实业
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福建省发
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北京大学
名誉校董陈发树先生宣布捐资 5
亿元；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宣布捐资 5 亿元……

此外， 其他名牌高校也都获
得了数额不小的捐赠， 如南开大
学、中科大、西安交通大学、深圳大
学等， 在 2018 年都获得一笔或数
笔金额过亿的大额捐赠。与名牌大
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普通高
校则很难吸引社会大额捐赠或者
只能得到数额不大的零散捐赠，且
这一趋势在近年来愈加明显。

另外， 富豪校友捐赠也是近
年来高校获得大额捐赠的主要来
源。 有统计显示，1980 至 2017 年，
全国高校累计接受国内外社会各
类捐赠总额高达 773 亿元， 其中
校友捐赠 251 亿元。 这些捐赠中，
来自富豪校友的占比较大， 普通
校友的捐款很少。 而高校所获捐
赠中，主要用于基础建设、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等，而在其他方面，
如学生资助、 奖励教师等方面的
投入则较为分散。

有分析认为， 在我国高校收
入的大盘子中， 捐赠占比不到

1%， 这说明社会捐赠还大有潜力
可为， 应该让校友反哺成为一种
文化，让更多的校友参与捐赠，这
样更能体现教育与公益的魅力。

社会捐赠对于高校发展的意
义不言而喻，《公益时报》 联合凤
凰网、 问卷网就此推出本期益调
查———大额捐赠扎堆名校， 你怎
么看？

31.35%的网友表示曾经向自
己的母校进行捐赠；51.15%表示从
未向母校进行过捐赠；17.5%的网
友则表示有向母校捐赠的意愿。

对于高校所获得大额捐赠应
该如何利用，49.42%的网友认为，
应该首先用于改善学校教学条件，
如教学楼、宿舍楼以及其他教学所
需硬件设施等；41.35%的网友表
示，这些资金应用于支持学校提高
科研水平， 培养人才及优秀师资；
而 9.23%的网友则认为这些资金应
该着重用于提高对学生资助水平
以及对优秀教师的奖励等。

在被问及如何才能破解大额
捐赠扎堆名校现象、 让普通高校
也能获得更多社会捐赠时，44.81%
的网友认为， 各高校应着重培育
学校特色文化氛围， 增强学生对
学校的认同感；36.73%的网友觉得
可以通过校庆日、 开学典礼等特
殊节点加强学校与社会联系，同
时扩展社会捐赠回报渠道；18.46%
的网友则呼吁加大公众倡导力
度，增强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认识，
让捐赠变得更加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