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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2018年大额捐赠追踪：

碧桂园数笔捐赠一次性到账

碧桂园集团：
数笔大额捐赠一次性到账

2018 年，碧桂园集团获得第
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榜“年度
慈善企业” 称号， 上榜金额为
75543.54 万元（2017 年度捐赠数
据）， 主要捐赠方向为教育和扶
贫等领域。

根据碧桂园集团提供的数
据，2018 年度碧桂园集团及广东
省国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国强基金会”）仅金额在一亿元
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捐赠就有五
笔，另外还有一笔 8000 万元的捐
赠。 （见下表）

从中可以看出，教育和扶贫
仍是碧桂园集团关注的重点。

2018 年 10 月 22 日，国强基
金会捐赠清华大学仪式在清华
大学举行，国强基金会宣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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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该笔捐赠是截至目
前国内高校所获得的最大单笔
捐赠，因此也引发了全社会的极
大关注。

国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该笔捐赠实际到账金额
为 4 亿元，根据计划，碧桂园在
10 年内捐赠 22 亿元的数额不会
变，每年将捐赠 2 亿元。“创新和
人才是此次捐赠的关键词，碧桂
园将围绕国家最紧迫的需求和
前沿科技领域，共同关注人工智
能、 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研究，
吸引最顶尖的人才并培养国家
发展最需要的人才，为国家发展
做出贡献。 ”

在每年捐赠前， 国强基金
会都会与清华大学召开会议，
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及社会需求
选定开展项目。 上述负责人谈

到，“具体来说， 由清华大学做
好项目规划、 实施方案及项目
成果预测等， 国强基金会经过
审议确定项目后再进行款项拨
付，以此保证捐赠质量，让资金
真正落到需要的地方。 此外，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 我们也会制
定反馈机制， 基金会将全程跟
踪项目进展。 ”

另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
碧桂园集团及国强基金会上述
其他五笔大额捐赠目前款项已
全部到位，且均是一次性支付。

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
捐赠南开 1 亿一次性到账

近几年来，南开大学也陆续
收到了一些金额过亿的大额捐
赠， 其中既有来自企业的捐赠，
也有来自校友的捐赠。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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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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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将用于数字化建
设等工程。

据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秘
书长丁峰介绍， 该笔捐赠已于
2019 年 2 月到账，且是一次性到
账。 2018 年，该基金会共收到社
会捐款 8352.73 万元人民币。 其
中，72.22%来自校友或校友企业
捐赠，27.78%捐赠来自其他领域。

如何才能让这些捐赠产生
最大的效应和价值？

丁峰表示：“在资产管理方
面，2018 年基金会着力提升资产
管理水平， 设立投资管理部、修
订投资管理办法、完善投资工作
流程，投资收益率得到提升。 目
前，基金会已制定新版《天津南
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工作管

理办法》，向社
会 公 开 发 布
《天津南开大
学教育基金会
第一期中长期
基金产品投资管理人招募公
告》， 正在积极开展第一期投资
管理人招募工作。 ”

西湖教育基金会：
到账捐赠收入超 15 亿元

2018 年 10 月 20 日，西湖大
学正式成立。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
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
学的创办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社会捐赠。 作为西湖大学
的举办方，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
着为西湖大学筹集资金的重任。

与国内现有高校基金会不同
的是， 西湖教育基金会先于西湖
大学成立， 因而其并没有校友资
源，在很多方面并无先例可循。

西湖教育基金会 2016-2017
年报显示，2016 年基金会共与 12
位捐赠人签订协议， 金额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实际到账金额为接
近 2000万元人民币。截止到 2017
年年底， 基金会协议筹款总额共
约 23亿元， 实际到账近 8 亿元。
基金会共与 50 位捐赠人签订捐
赠协议，其中 21 位为协议金额超
过 1亿元的创始捐赠人。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截
止到 2018 年年底，该基金会已有
近万名捐赠人，其中大额捐赠人
98 位，创始捐赠人 36 位；基金会
收到社会各界协议捐赠超过 43
亿元， 其中已到账金额超过 15
亿元。

据基金会秘书长刘旻昊介
绍，目前西湖教育基金会筹集到
的资金主要用于资助西湖大学
以及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筹
备建设及发展，包括但不限于人

才建设、学科建设、基础建设、学
生培养、学术交流、科研与其他
人员薪酬和奖励补贴等。“但按
照测算， 基金会需要有 200 亿-
250 亿元的永续资金池， 才能确
保大学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基金
会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但我们
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年度捐赠收入 21 亿元

清华大学每年都能收到大
量社会捐赠， 除校友捐赠外，很
多企业也愿意向其进行捐赠。 除
上文提到的碧桂园大手笔捐赠，
清华大学在 2018 年还收到几笔
亿元大额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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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25 日，香港嘉
华集团主席吕志和向清华大学
捐资 2 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清
华大学生物医学馆两座大楼“吕
志和楼”的建设，推动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医学、药学及相关学
科的发展。

记者通过清华大学教育基
金会了解到，基金会 2018 年度实
际捐赠收入为 21 亿元， 其中校
友捐赠比例约占 21.6%。 对于刘
强东夫妇以及其他捐赠具体执
行情况，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根据捐赠协议及捐赠人意
愿，不便透露捐赠细节，“但捐赠
款项均按协议规定按时到账”。

如此高额的捐赠收入，基金
会将如何管理？ 上述负责人表
示，基金会将根据捐赠资金金额
及性质做相应的投资理财，确保
资产保值增值。 而对于所有的捐
赠人，基金会方面均有相应的捐
赠回馈，包括捐赠证书、捐赠纪
念品等，在特殊节日也会订制纪
念册等礼品送给捐赠人。

捐赠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的表现

除上述案例，2018 年还有一
些值得关注的捐赠，如：拼多多
创始人、 董事长兼 CEO 黄峥宣
布在 IPO 后捐出其拥有的 2.3%
公司股份成立私人慈善基金，按
IPO 发行价计算， 黄峥此次捐出
的资金约为 4.47 亿美元；万向集
团鲁伟鼎基于慈善目的设立“鲁
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并将其持
有的万向三农 6 亿元出资额对
应的全部股权无偿授予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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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人民币（含部分等
值资产）……

据中国慈善榜观察，近年来
上榜企业及企业家呈明显增长
趋势，捐赠金额特别是上亿元的
大额捐赠屡破纪录，且大额捐赠
很多流向了高等教育领域，尤其
是国内一流高校更受企业及企
业家的青睐。 那么，应如何看待
不断增长的企业捐赠？

在国外，企业通过捐赠回馈
社会一直是一个良好的传统，慈
善捐赠也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经
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涌现出一
大批积极捐赠回馈社会的爱心
企业，这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的表现。

对此，苏宁公益的回应或许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大额
捐赠能倡导形成良好的社会氛
围， 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增加民众幸福感。 同时，对贫困
地区的投入也能缩小社会贫富
差距，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
会目标。 ”

此外，企业对社会组织的捐
赠能够促进社会组织力量的壮
大和专业化发展，促进社会公共
服务的补充与完善。 企业的支持
能够让更多社会组织充分发挥
特长， 为民众提供更多服务，促
进社会全面进步。 部分企业将捐
赠与产业相结合，也能促进公司
经营发展，从而让公益和商业形
成良性互动关系。

本月末，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榜将在北京揭晓。 中国慈善榜自 2004 年诞生之
日起就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我国每年的大额捐赠数据。 以此为基础，榜单系统分析了中
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趋势，深刻反映了十几年来行业发生的显著变化。

2004 年，第一届中国慈善榜上榜慈善家共 50 名，上榜捐赠总额共计 10.3 亿元。 到
2018 年，第十五届慈善榜上榜慈善家共 172 位，合计捐赠 76.0817 亿元，上榜慈善企业
721 家，合计捐赠 120.7964 亿元。

研究这些数据，我们能够清晰地勾勒出捐赠人画像：捐赠人来自哪些行业、最关注
哪些社会问题；企业家青睐的公益方式有哪些、哪些行业的企业家最为慷慨；大额捐赠
方式有哪些，是传统意义上的现金捐赠，还是股权捐赠……

在继续收集年度大额捐赠数据的同时，《公益时报》还将对过去一年发生的大额捐
赠进行持续追踪，了解捐赠最新进展和项目执行情况。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弘扬企业
家善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社会关切，了解社会需求，推动公益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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