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届（2020）中国慈善榜
入榜慈善家共 118 位（对），合计
捐赠 54.5036 亿元， 平均捐赠额
为 4619 万元。

与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
家榜相比，入榜慈善家和捐赠总
额均有所下降，但平均捐赠额上
涨近 1200 万元。 个人捐赠呈现
出单笔大额捐赠、家族化捐赠的
特点。

股权捐赠等日趋成熟

2019年，全年捐赠在 1000万
元以上的慈善家共 63 位（对），他
们的捐赠总额就达到 53.0270 亿
元，占到了总捐赠的 97.29%。

在这 63 位（对）捐赠人中，年
度捐赠在 1 亿元（含）以上的有
19 位（对），最高的全年捐赠额来
自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鲍正梁，他向浙江存济医疗

教育基金会捐赠出 961.92 万股
该公司股票， 价值高达 9.62 亿
元。 而这 19 位（对）捐赠者共计
捐赠了 39.3361 亿元， 超总捐赠
的七成。

包括股权捐赠在内的大额
捐赠日益增长，一方面体现出财
富的集中与财富阶层新的财富
观的形成，一方面说明《慈善法》
的作用开始显现。

《慈善法》规定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
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捐
赠人向慈善组织捐赠实物、有价
证券、股权和知识产权的，依法
免征权利转让的相关行政事业
性费用。

这些规定破除了财富阶层
以多种方式进行大额捐赠的法
律障碍。 在《慈善法》实施以来的
三年多时间里，随着配套措施的
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富豪开始

尝试新的捐赠方式。

教育领域依旧最受青睐

与往年一样，2019 年慈善家
的大额捐赠投入最多的仍是教育
领域，共有 76 位（对）慈善家的主
要捐赠方向为教育事业。

其中，最受青睐的还是高等
教育，不少高校在 2019 年接受了
单笔过亿的捐赠，受捐高校包括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庆大学、
西湖大学等。

慈善家们其次关注的领域
则为扶贫济困以及医疗卫生。

分析慈善家的资金来源可
以看到，房地产行业依然是出产
慈善家最多的领域，来自这一领
域的慈善家有 28 位， 共捐赠
19.0414 亿元，占到了总捐赠额的
34.94%。

诞生慈善家第二多的领域
比较出人意料———教育领域，其
中包括不少在职或已退休的高
校人员。 而近些年占据这一位置
的互联网领域，在 2019 年上榜人
数较少。

从地域特征来看，慈善资源
最集中的北京有 22 位（对）慈善
家入榜，共捐赠 7.7002 亿元。

其次是广东，18 位（对）慈善
家的 12.9202 亿元捐赠额接近总
捐赠的四分之一（23.71%）。

第三是浙江，由于鲍正梁一
人捐赠额的拉动，12 位来自浙江
的 慈 善 家 在 2019 年 共 捐 赠
11.4230 亿元。 （益文）

2020中国慈善家榜单发布

118 位（对）慈善家平均捐赠 4619 万元

2020中国慈善家榜（一）

【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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