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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

善款将向凉山救火英雄家属平均发放
� � 4 月 20 日，《公益时报》记者
从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获悉，该
机构在水滴公益募款平台上发
起的“紧急支援四川凉山森林火
灾” 项目共筹集善款 3040911 元
（扣除错捐款项 4800 元），将全部
用于慰问 30 名救火英雄家属。

目前，四川省凉山州政府已
成立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善
款发放方案，将尽快执行。

善款原用途五个方向

4 月 1 日 21 时 40 分， 四川
省红十字基金会在民政部指定
的 20 家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一
的水滴公益上发起“紧急支援四
川凉山森林火灾” 募捐项目，为
牺牲的 30 位英雄家属募款，募
捐额度 300 万元。 次日（4 月 2
日）10 时 30 分，该项目达到募款
目标后，及时停止筹款。

据稍早前四川省红基会相
关负责人向《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 这次线上募捐共筹集善款
3045611 元， 线下募集资金 100
元，共计 3045711 元。 其中，有部
分捐赠人来电表示错捐，该部分
金额为 4800 元， 这部分人将通

过平台线上提交退款申请，四川
红基会核实后会一一处理。

最终， 该项目获捐善款为
3040911 元。

在该机构发起的筹款页面
执行计划一栏中，善款使用方向
表述为五个，分别为“慰问费”、
“减防灾设备升级”、“应急救援
队建设及灾害培训”、“应急救援
队支持”、“受灾帮扶”。

其中， 预算金额 155 万元将
用于“慰问费”，支持慰问遇难者
家属及受伤救火消防官兵；预算
金额 70 万元将通过公开招标的
形式用于支持“减防灾设备升
级”支持贫困家庭、乡村学校减
防灾设备（社会力量补充部分），
提高灾害预防救灾能力；预算金
额 100 万元将用于“应急救援队
建设及灾害培训”， 支持当地和
四川省内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及
培训； 预算金额 25 万元将用于
“应急救援队支持”，支持不低于
5 支灾害应急救援队； 预算金额
40 万元将用于“受灾帮扶”，支持
当地受灾居民的救援帮扶。

五大执行方向，预计用一年
时间完成。

由于项目以 30名凉山救火英

雄为名发起， 但除了向 30名英雄
每户发放 4万~5万元之外，其余 4
个用途方向均与慰问费无关，这在
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公众对于以救
火英雄名义募款的不同声音。

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副秘
书长张常青对《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第一，灾情发生后，出现
重大人员伤亡，全国人民心情沉
重。 公众对于英雄有着敬仰之
情，为英雄家人募集善款以此来
告慰英雄是社会组织的责任。 第
二，灾情反思。 英雄是因救火而
牺牲， 如果平时公众加强防灾、
减灾、防火意识，救援装备更加
先进，是否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
的伤亡，减少一些损失？ ”

平均分配给英雄家属

然而，善款募集存在根本性
原则，即需要尊重捐赠人意愿。

张常青表示：“我们注意到社
会舆情信息后， 遵循捐赠人意愿
对善款使用方向做出调整。 已经
将此次为英雄募款的所有善款
3040911元，不会提取任何项目管
理费用， 全部捐赠给了四川省凉
山州红十字会， 将以慰问费的形

式全部平均分配给 30 名英雄。 ”
这一说法得到了受赠方四

川省凉山州红十字会的证实。
四川省凉山州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方虹对《公益时报》记
者表示：“基金会捐赠的善款，我
们已全额收到，不会提取任何项
目管理费用，这笔善款将在凉山
州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平均发放
给 30 名救火英雄家属。 ”

据稍早前《公益时报》记者
报道，4 月 3 日下午 4 点，所有善
款已悉数通过对公账户转至凉
山州红十字会，将全部用于在木
里火灾中牺牲英雄的家属慰问，

具体由四川省凉山州红十字会
执行。

截至记者发稿时，四川省红十
字基金会在水滴公益平台上发起
的筹款页面中，善款的执行计划说
明图片显示已作废，并表示本次筹
集所有善款将全部用于四川凉山
火灾牺牲英雄家属慰问金。

据了解，四川省凉山州相关
机构接受救火英雄社会捐赠的
截止日期为 4 月 16 日。 之后，凉
山州红十字会将遵照捐赠人意
愿，按照程序，会同相关部门做
好此次凉山救火英雄募集善款
的发放工作。

2018大额捐赠追踪（二）：
不同捐赠形式激励民间捐赠热情

■ 本报记者 皮磊

� � 本期，我们将继续介绍三家
企业 2018 年大额捐赠执行情
况，同时还将分析不同捐赠形式
对行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秦英林： 捐赠 1 亿元牧原
股份股票

2018年 4月 16日，牧原股份
发布公告， 公司董事长秦英林为
资助西湖大学及浙江西湖高等
研究院的筹建及发展，促进西湖
大学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及教育
科研事业的发展，自愿向杭州市
西湖教育基金会无偿捐赠其所
持牧原股份市值 1 亿元对应的
相应数量股票，捐赠的具体股票
数量以过户时的股票价格确定。

据牧原股份 2019 年 2 月 18
日晚间公告透露 ，2019 年 2 月
15 日， 秦英林完成向杭州市西
湖教育基金会无偿捐赠其所持
牧原股份市值 1 亿元对应的数

量股票 260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 份 0.29%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0.12%。 西湖教育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也向《公益时报》记者证实
了此事。

据了解， 牧原股份创立于
1992 年，是一家集约化养猪规模
位居全国前列的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

在 2017 年的胡润排行榜中，
秦英林、钱瑛夫妇以 255 亿元财
富排名 108 位， 较 2016 年上升
19 位， 成为当年河南首富。 在
2018 胡润百富榜中，牧原股份秦
英林、钱瑛夫妇以 355 亿身家再
次成为河南首富。

冯海良：捐赠 10 亿元有价
证券

2018 年 5 月 5 日晚，“上善
行———让爱的分贝响亮”华语名
主播海亮专场公益诗会在浙江诸

暨市海亮教育园举行。当晚，海亮
集团董事局主席冯海良宣布，个
人向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捐赠价
值 10 亿元的有价证券。 此外，
2018 年海亮慈善基金会还捐赠
200万元用于救助听障儿童。

据海亮集团党委副书记、海
亮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姚慧介绍，
根据承诺， 该笔捐赠将在 2019
年年底前执行到位。

海亮集团官方网站显示，该
集团创立于 1989年，目前确立了
三大核心发展领域， 包括教育事
业、有色材料智造以及健康产业。
1995年，海亮教育集团成立，办学
层次包括高中、初中、小学、幼儿
园、国际教育及教育培训等。

姚慧表示，该笔捐赠用途和
企业自身业务有很大关联，将主
要用于教育扶贫、 救济帮困、孤
儿赡养、乡村振兴等领域。 而这
些也是海亮集团以往捐赠的主
要方向。 据记者了解，2018 年海
亮集团捐赠总额为 5379.6 万元。

2007 年，经浙江省民政厅审
核批准，海亮集团正式成立浙江
海亮慈善基金会，由海亮集团独
家全额捐赠，现有公益基金规模
为 1.86 亿元。

鲁伟鼎：6 亿出资额对应股
权设立慈善信托

2018 年 6 月 29 日晚间，万
向德农、承德露露同时发布公告

称，公司实控人鲁伟鼎基于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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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举导致“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通过万向三农间接控制万
向德农 48.76%股权及承德露露
40.68%股权。 两家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万向三农，实控人仍为
鲁伟鼎，间接控股股东变为“鲁
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2018 年 10 月 8 日， 万向德
农发布公告，称已收到控股股东
万向三农的工商变更通知，这意
味着万向三农 100%的股权已全
部被鲁伟鼎置入“鲁冠球三农扶
贫志基金”。 至此，“鲁冠球三农
扶志基金”慈善信托的设立工作
宣告完成。

不同捐赠形式激发民间捐
赠热情

据中国慈善榜的统计分析，
2018 年国内大额捐赠呈现出一
些新的特点，在单笔捐赠金额不
断刷新历史记录的同时，捐赠方
式也更加多元。 除了传统意义上
的现金及物资捐赠， 股权捐赠、
慈善信托、有价证券捐赠案例也
层出不穷。 这对于公益行业的发
展以及公众参与捐赠的热情也
是一种正向激励。

不过就目前来看，我国很多

慈善组织包括一些大型基金会在
内，投资理财能力非常有限，大多
数仍旧选择保守理财方式。 很多
基金会并不具备专业的投资理财
人员， 而股权捐赠或有价证券捐
赠对于专业性的要求非常高。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福利
与法治研究中心（慈善法研究中
心） 副主任李德健博士表示，“除
了对内部治理以及人员专业性等
方面的要求， 慈善组织也可能会
面临一些法律风险或财务风险。
比如说涉及股权捐赠， 慈善组织
有可能被动或者不得不去面对如
何处理与其他股东的关系问题或
卷入企业发展问题中。 ”

另外，金融投资和商业领域
有很多准入门槛，慈善组织有没
有合法身份参与其中，也需要相
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而股权
及有价证券捐赠还涉及税收抵
扣等现实问题， 这需要民政部
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以及相
关金融监管部门等联手解决。 否
则，制度困境也会导致企业捐赠
动力不足。

不同捐赠形式给慈善组织
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但这也值
得鼓励和肯定。“本身有价证券
的种类就特别多， 可选择性很
大，这对于慈善组织来说肯定是
一件好事，因为其拓宽了捐赠的
来源和范围，对于慈善组织自身
的成长以及未来的发展也是一
个很好的机遇。 ”李德健谈道。

为救火英雄送行默哀

� � 2018 年 5 月 5 日，海亮集团董事局主席冯海良宣布，个人向浙
江海亮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 10 亿元的有价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