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国公益年会前瞻：

企业家巨额捐赠流向何方 ■ 本报记者 皮磊

2018 年 12 月 21 日 ，2018
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隆重开启 ， 届时将发布
《2018 年度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报
告》。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时代洪
流中的企业家精神 ， 在此背景
下，哪些企业家的重要捐赠被写
入这份报告，自然值得期待。

而就在上周，一则 “10 年捐
赠 22 亿”的新闻引爆了公益圈。

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发布
消息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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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截至目前国内高校
所获得的最大单笔捐赠。广东省
国强公益基金会由碧桂园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及
副主席杨惠妍创立，致力于资助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
发展。

事实上，国强公益基金会和
碧桂园集团一直支持清华大学
的建设发展， 自 2007 年起曾多
次向清华大学捐赠 。 2016 年 4
月，在清华大学建校 105 周年之
际 ，碧桂园集团捐赠设立了 “清

华大学-碧桂园教育基金”；2017
年再次捐资支持清华大学“国强
楼”建设。

杨国强表示，企业的发展得
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得益于
更优秀的人才辈出。 “作为改革
开放中从普通农民成长起来的
企业家，自己和家人能够为推动
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促进国家
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服务国
家创新和世界进步尽一份责任，
感到由衷地幸福。 ”

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
时代发展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巨大改变让人
们意识到， 企业家既是经济活动
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创新、推动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慈善联合会今年 9
月发布的《2017 年度中国慈善捐
助报告》 显示，2017 年度我国境
内 接 收 国 内 外 款 物 捐 赠 共 计
1499.86 亿元， 捐赠的主要来源
是企业和个人。 其中，个人捐赠
占捐赠总额的 23.28%，企业捐赠
占 64.2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
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
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
用的意见 》中提到 ，改革开放以
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

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
社会财富 、创造就业岗位 、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的公益事业
不断成熟，社会对于公益慈善领
域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企业及
个人参与公益事业的途径也不
断拓宽，方式也更加专业。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21 日，我国
共有 6907 家基金会，其中企业基
金会有 1002 家， 占比为 14.5%。
而中国第一家企业基金会成立
于 1991 年 ，2004 年后增长速度
明显加快。 不到 30 年时间，企业
基金会数量已经突破千家。

由此可以看出， 回报社会、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不
是单为了提升自我形象做出的
选择，而是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和
企业家自觉自发的行为，成为企
业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也成为企业家精神的真实
写照。

2018 年，来自企业及企业家
的大额捐赠持续增长，分析这些
捐赠的背景 、 流向以及关注领
域，也能够看出企业家都关注哪
些社会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发挥
企业及自身优势解决这些问题。

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尤其是
发展高等教育、提升科研水平以
及培养专业人才，是很多企业家
关注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高
校校庆日、开学典礼或其他有纪
念意义的日期已成为大额捐赠
发生最多的时间节点，且大额捐
赠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国内一流
高校。

2018年 4月 28日，正值清华
大学 107周年校庆。 当天，京东集
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刘强东与
夫人章泽天宣布向清华大学捐赠
2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清华大学
苏世民书院、 清华大学学生全球
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及清华大学
量子计算、AI研究、供应链和物流
等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有趣的是， 在同一时期，北
京大学也获得了数笔大额捐赠，
且数额更高。

报道称， 为庆祝北大建校
120 周年，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马
东敏夫妇与 4 月 28 日重返母校
北京大学，并宣布将与百度公司
一起，向北京大学捐赠 6.6 亿人
民币（含部分等值资产），联合成
立“北大百度基金”，用于人工智
能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探
索。 据报道，此次捐赠也是北京
大学 120 周年校庆获得的最高
单笔捐赠。

同样是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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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北京大学发
树医学发展基金”， 助力北大医
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
其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

几日后的 5 月 3 日，邵氏基
金（香港）有限公司宣布捐资 5
亿元，设立北京大学邵逸夫教育
基金。 据介绍，该笔捐赠将用于
支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前沿研
究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汇聚全球
顶尖学者，开展前沿尖端科学研
究， 解决重大生命科学问题，增
进人类福祉，助力北大跨步迈向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此外， 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信和集团主席、黄廷方慈善基金
主席黄志祥先签署协议，向北京
大学捐资 2 亿元人民币，设立北
京大学黄廷方/信和教育基金。
该基金将用于帮助学校延揽全
球顶尖师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的未来领袖人才，同时发挥北京
大学的学科优势和智力优势，服
务国家战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
的均衡协同发展，推动内地与香
港、新加坡的友好交流与密切联
系，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
扬贡献力量。

不止如此。 在北京大学校庆
日捐赠仪式上， 信兴集团主席兼
行政总裁蒙德扬、 新尚集团董事
长兼总经理唐立新， 碧桂园控股
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陈翀、 深圳奥
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廖晓霞（北大校友）以及铁汉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水
（北大校友），共同捐赠超过 1亿元
人民币，助力北京大学发展。

据粗略统计，仅在校庆前后
北大获得的捐赠累计超 20 亿
元，这还不包括没有公布数额的
捐赠。

校庆日变身“吸金日”

� � 4 月 28 日，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右二）、马东敏（左二）夫妇向北
京大学捐赠 6.6 亿元（图片来源于网络）

业内人士表示，高校的发
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而企业
家校友作为高校的重要资源，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高校的
建设提供支持。 因此，争取校
友尤其是富豪校友的大额捐
赠对于高校来说是一件意义
非凡的事情。

今年也是西安交通大学建
校 122 周年暨迁校 62 周年，
2018 年 4 月， 西安交大杰出校
友蒲忠杰、 张月娥伉俪捐资 1
亿元人民币，发起设立“西安交
大思源普惠教育发展基金”，实
施“越杰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创办“越杰班”。

“越杰计划”每年将在高考
应届生中选拔 45 名身心健康、
基础扎实、具有创新潜质、志向
高远的优秀学子进入“越杰
班”，选配资深的学业导师团队
和杰出的校友导师团队进行指
导、 最优秀的教师团队进行授
课， 杰出校友班主任和校内班
主任共同辅导， 提供丰厚的全
额奖学金， 并创造人人都到世
界顶级高校学习或世界一流研
究机构交流的机会， 以培养未
来不同领域的领军人才。

9 月 4 日，南开大学开学典
礼。 当天，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
中现身南开大学， 宣布向母校
捐资 1 亿元。 本次捐款是南开
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单笔个人捐
赠之一。 据介绍，该笔捐赠一部
分将用于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
能等学科创新发展和人才引
进、资助贫困生等项目，一部分
将用于实施图书馆改造和数字
化建设等工程。

相同时间段内， 另一所名

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收到多
笔大额捐赠：不到一个月时间，
中科大就收到了 2.6 亿元捐赠。

9 月 8 日，中科大校友绿科
集团董事长李冬， 代表绿科共
创联盟向中科大捐出 1 亿元人
民币， 支持中科大教育事业发
展；9 月 16 日，中科大少年班 85
级校友、 百度董事长特别助理
马东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科大
捐赠 1 亿元人民币， 并宣布成
立“蔷薇科大发展基金”，重点
用于少年班人才培养及母校学
科建设和人才发展等。 据悉，马
东敏的这笔捐款是中科大创校
以来获得的金额最大的单笔个
人捐赠。

9 月 21 日，深圳大学 35 周
年校庆之际， 腾讯四位创始人
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许晨
晔， 以腾讯创始人校友团队的
名义， 联合向母校深圳大学捐
赠 3.5 亿元人民币，共同发起设
立深圳大学人才基金， 所捐款
项将作为深圳大学人才基金的
首笔启动资金。 该基金将主要
用于讲席教授激励和深大毕业
生海外留学资助两个方面，助
力深圳大学延揽国际一流学术
人才， 培养和支持国际领先学
科，资助、鼓励深大学子在世界
顶尖名校深造。

而在今年年初，郑州大学
79 级校友、正商集团董事长张
敬国也向母校献上了一份特
殊的新年礼物———捐赠 1 亿
元人民币。 该笔捐赠将用于设
立正商教育发展基金，助力郑
州大学“双一流”建设，特别是
支持金融研究院（学院）等方
面的发展。

富豪校友仍是捐赠主力

从捐资建设学校、 培养师
资力量、 改善教育资源不平衡
现状， 到推动高等教育整体发
展； 从硬件建设到软实力提升
……近年来， 企业家在支持高
等教育方面的贡献形式更加灵
活且多元化。

5 月 26 日，在 2018 第五届

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十
强决赛暨清华 x-lab 成立五周
年大会上， 易采网络创始人兼
CEO 吴军代表公司向其母校清
华大学 x-lab 作出股权捐赠，希
望借助清华 x-lab 创意创新创
业平台， 帮助更多有创业梦想
的清华学子。 （下转 09 版）

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变革

� � 陈一丹（右）代表腾讯创始人团队与深圳大学李清泉校长捐赠
签约（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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