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
榜上榜慈善企业共 605 家，合计
捐赠 124.0590 亿元。 其中有 22
家企业的年度捐赠金额在亿元
以上。房地产行业的捐赠依然坚
挺。 与往年相同的是，大额捐赠
的主力仍是民营企业。

近百亿捐赠流向教育和扶
贫领域

在这 605家企业中， 将全年
捐赠全部或主要投向教育领域的
企业有 197家，投入金额 51.4419
亿元，平均每家企业捐赠 2611万
元；投向扶贫领域的有 156家，投
入金额 47.9936 亿元， 平均每家
企业捐赠超过 3000万元。 可见，
2019 年，过半数企业仍然选择最
传统的领域进行资助。

2019 年， 有 22 家企业的年
度捐赠金额上亿， 比 2018 年减

少 8 家。
其中， 碧桂园集团以 15.2

亿元的捐赠位居榜首， 其资金
均流向扶贫及教育领域； 做出
13.9 亿元捐赠的融创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则主要投向了教育
事业；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名列
第三，其 10.68 亿元的捐赠主要
流向教育领域。

22 家企业中，除 3 家国企、2
家外企和 1 家香港地区企业外，
其余 16 家企业均为内地民营企
业；房地产企业 5 家，能源企业 5
家，医药企业 3家，行业分布较为
均衡； 有 5家企业总部所在地位
于广东，领先于其他地区较多。

房地产企业出现 10 亿级
捐赠

在《公益时报》统计历年的
榜单中， 房地产企业向来占据

“霸主”地位。 2019 年，上榜房地
产企业 94 家，共计捐赠 41.4476
亿元，善款总额仍然无法被其他
行业所撼动。但考虑到榜单前两
位企业———碧桂园集团和融创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均来自房
地产行业， 抛开这两家合计
29.1008 亿元后，仅有 12 亿元来
自这一行业。

此外，70 家医疗医药类企业
合计捐赠 11.2000 亿元，61 家金
融及相关企业合计捐赠 7.2276
亿元；30 家能源企业合计捐赠
7.8366 亿元，30 家互联网企业合
计捐赠 5.3594 亿元。

民营企业依然是主力

与往年相同的是，大额捐赠
的主力仍是民营企业。

2018 年，有 578 家来自内地
的民营企业榜上有名， 共捐赠

144.3506 亿元，占榜单总额近八
成（79.78%），平均每家企
业捐赠 2497 万元。

2019 年，365 家内地
民营企业共捐赠 96.3312 亿元，
占捐赠总额的 77.65%，平均每家
企业捐赠 2639 万元。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障
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
政策支持，清理废除与企业性质
挂钩的不合理规定。 限期完成清
偿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拖欠民营
和中小企业款项的任务。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

同时，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
出，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
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2020 年民营
企业的捐赠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我们拭目以待。 （益文）

2020中国慈善企业榜单发布

教育、扶贫成为慈善企业关注重点

2020 中国慈善企业榜（一）

【榜单】06
２０20．6.16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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