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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十五载谱写我国捐赠史

中国慈善榜 2019 开启崭新一页
� � 2004 年，中国慈善榜横空出
世，《公益时报》社首创全面记录
我国大额捐赠数据并以此系统
分析中国公益慈善行业趋势的
模式。 15 年中，中国慈善榜不断
扩大榜单序列，收录数据愈加全
面、翔实，愈加真实、客观地反映
着中国当代公益的面貌。

2019年，依然秉持“旗帜鲜明
地扬善”这一理念，第十六届中国
慈善榜全新启动， 数据征集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主办方希
望获取更多真实数据， 集八方善
意绘制中国公益的全景画卷。

走在福布斯之前

2004 年 5 月 10 日， 一张
名为《2004 中国大陆慈善家排
行榜》的榜单在京问世。 随后，
知名杂志《福布斯》在上海也
推出了一份年度慈善榜单，相
隔仅 3 日。

三日之隔，让前者成为了中
国第一份公益慈善领域榜单，榜
单编制与发布方———《公益时
报》，无意间成为了历史开创者。

什么样的历史背景，让这两
份报刊不约而同地在同一领域
发布榜单？

时间回到 15 年前的榜单发
布前夕，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
理条例》一月有余，这份条例被
视为非公募基金会的破冰性文
件，中国当代民间慈善的发轫即
由此开始。

更可视为榜单发布基础的，
则是前一年因“非典”而引发的
捐赠。

值得玩味的是，在抗击“非
典”的初期，中国富人阶层几乎
集体失语， 大规模捐赠其实始
于当年 4 月颁布的一项“非常
法规”。

2003 年 4 月，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企业、个
人等社会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
捐赠的现金和实物，允许在缴纳

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这是我国
政府首次针对捐赠活动颁布如
此彻底的税收优惠政策，连 1998
年的抗洪捐赠中都未尝有过如
此力度。

最终，因抗击“非典”所捐赠
善款接近 40 亿元人民币。

比起 5年后的那场“世纪灾
难”，40亿元的捐赠额虽与之不可
同日而语， 但以一张榜单将每笔
大额捐赠一一罗列出来， 其精彩
程度已经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了。

于是，余彭年、宗庆后、翟美
卿、许荣茂、郭广昌、尹明善、陈
天桥、曹德旺、鲁冠球……这一
个个当时乃至今日仍“霸占”媒
体商业版面的富豪们，破天荒地
以慈善的名义走到了一起。

坚持成就品牌

在慈善环境远未成熟的十
余年前，为做出大额捐赠的国内
慈善家———以商业精英为主的
富人阶层———编制这样一张榜
单，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慈善机构公信力缺失自然
是原因之一，由于善款使用情况
极难做到透明，直接影响慈善家
对于捐赠的热情，数年后，公益
行业的信任坍塌更使这一现象
达到顶峰。

其次，给予捐赠人的税费优
惠不足以撬动大额捐赠，反而在
不少情况下为大额捐赠制造障
碍———2009 年初，曹德旺拟捐出
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 60%的股
份， 即 35.49 亿元等值股票来成
立基金会，却陷入将缴纳超 5 亿
元企业所得税的尴尬。

如果说上面两项障碍还可
通过建立健全法律和税收优惠
政策来逐步解决， 富豪们面对
“仇富”心理做出的“自我保护”
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除
的———对于各种暴露财富数额
的榜单，富豪们大抵都是心存芥
蒂的， 哪怕是让他们以“散财

者”、“慈善家”的形象出现。
于是，慈善榜单编制工作中

最难的一件事， 莫过于收集全
面、真实的数据———如何让慈善
家们以积极的视角看待自己的
捐赠数字？ 如何让他们乐于提供
真实数据？

答案是“坚持”。
具体地说，对于《公益时报》

来讲，在每年都按时交出一份让
人信服的榜单之外， 还要向公
众，尤其向慈善家说明这张榜单
所承载的意义———以榜样的力
量引导国人向善。

从最初的“寻找中国的卡内
基”，到现如今的“旗帜鲜明地扬
善”，15 年间，《公益时报》通过各
类报道、策划，持续不断地为慈
善家乐善好施营造舆论氛围。

我们并不知《福布斯》采用
何种策略，但这一次，“外来的和
尚没念成经”，2007 年 5 月，同样
连续三年发布慈善榜单的《福布
斯》宣布榜单夭折，主要原因来
自于“数据调查难度”。

榜单“升级”之路

坚持带来的收获逐年增加。
2004 年，上榜慈善家 50 名，

上榜捐赠总额 10.3 亿元 ；2005
年，136 名，9.9 亿元；2006 年，162
名，15.9 亿元 ；2007 年，173 名，
19.1 亿元……

为了不断提升榜单的传播
度， 起初的几年内，《公益时报》
还不断推陈出新，对榜单设置不
断进行改造。

2006 年， 为了反映越来越
受关注的在华跨国公司和国内
上市公司的捐赠表现， 在原有
的“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新
增了“跨国公司在华捐赠排行
榜”和“中国大陆上市公司捐赠
排行榜”。

2007 年，撤销上一年新增的
两张企业榜单，推出收纳所有企
业类型的企业捐赠榜单，并维持

至今；2008 年， 面对蔚然成风的
明星公益，推出“明星慈善榜”，
并维持至今；2015 年， 增加反映
基金会年度收支情况的“基金会
榜”，并维持至今。

经过 2008 年的那场全民捐
赠热潮后，慈善家和慈善企业的
捐赠力度逐年增加，反映在这两
张榜单上的数字，除了有严重自
然灾害发生的年份，如今各维持
在 50 亿元至 70 亿元之间。

细读每年的榜单，无论是受
人关注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还
是名不见经传的贡献者，都越来
越多地以精确的数据出现在“中
国慈善榜”上。

基金会和明星的参与程度
也日渐加深， 他们的入榜考量
并不以捐赠金额为唯一准绳，
更全面地反映着中国当代公益
的面貌。

新届榜单待你参与

从无到有， 从单一到多元，
中国慈善榜走过了艰辛、辉煌的
十五年，它已成为判断中国公益
行业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十五年来，这张被誉为“中
国财富人士的爱心清单”， 以数
据的形式完整记录了我国新世
纪慈善捐赠的全貌和社会财富

再分配的趋势变化， 共记录了
2290 名慈善家和 6047 家慈善企
业的大额捐赠数据。

十五年来，中国慈善榜的数
据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民政系
统接受捐赠数据、捐赠方提供的
数据、 公益机构接受捐赠数据、
上市公司年报公布数据、媒体公
开报道的捐赠数据以及《公益时
报》的公益档案数据。 中国慈善
榜办公室通过以上不同渠道的
数据对比以及调查核实，编制并
形成最终榜单。

今年 4 月末 ， 第十六届
（2019） 中国慈善榜的大幕即将
再次开启，在过去十五年榜单编
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慈善
榜办公室更向外界广泛征集数
据，力求进一步增加榜单数据的
广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

通过扎实的数据科学记录、
研究中国当代公益进程，对于公
益慈善领域的发展有莫大的帮
助，这项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的广
泛参与。

据中国慈善榜办公室介绍，
个人、企业及基金会等均可通过
自荐或推荐申报中国慈善榜，所
有数据可以表格的形式发至 edi－
tor@gongyishibao.com。

第十六届（2019） 中国慈善
榜，欢迎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