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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股份：超 200亿元捐赠将以股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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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股捐分期完成

2020 年 12 月 16 日，在宁波
当地电视节目《镇海：走“三生融
合”高质量发展之路》中，时任宁
波市镇海区副书记、区长何黎斌
透露：“镇海中学 85 届校友虞仁
荣……决定捐资 200 多亿元在
家乡高标准建设一所理工类的
新型研究型大学。 ”

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 和
2021 年 1 月 13 日镇海区政府官
网发布的《关于 2020 年镇海区
财政收支预计完成情况和财政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的报告》
《区政府 2020 年 12 月份工作总
结》中，均提及建设该大学的相
关信息， 表示将通过调增预算、
规划选址等方式积极支持。

虞仁荣为国内 A 股上市公
司“韦尔股份”实际控制人，韦尔
股份是一家以自主研发、销售服
务为主体的半导体器件设计和
销售公司。 2017 年 8 月，韦尔股
份以 135 亿股份支付对价加上
16.87 亿元现金，合计约 152 亿元
成功收购北京豪威，改名为“豪
威集团———上海韦尔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

《公益时报》分别于 3 月 10
日、4 月 9 日向豪威集团———上
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
送采访邮件并致电，该集团公众
投资部工作人员回复称，200 多
亿元的捐赠是公司控股股东虞
仁荣的个人捐赠行为，非上市公
司捐赠。

随后，《公益时报》 辗转多
方，联系上韦尔股份公共事务部
负责人，她回复称：“虞仁荣先生
200 多亿元的捐赠将以股权捐赠
形式完成，但因其捐赠额度大需
要分期进行，分期数量及时间暂
未确定。 ”

她表示，由于虞仁荣是韦尔

股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他
的捐赠将按照上市公司交易规
则一步步进行， 每年捐赠一部
分，逐步把股份捐赠完毕，不可
能这么快。

对于首笔捐赠是否已经实
施？ 她表示，（如有捐赠）韦尔股
份都会有公告， 通过谁捐赠、捐
赠给谁，都会进行说明。

《公益时报》通过韦尔股份
发布的公告及相关渠道查询，尚
未获取任何与这笔超 200 亿元
捐赠有关的直接信息。

据 2020 年 11 月 21 日韦尔
股份发布的《控股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表示，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1 年 6 月 12 日， 控股股
东将进行减持， 总共计划减持
900 万股。

截至 2021 年 1 月， 该计划
已执行减持 600 万股，减持数量
过半。

该减持行为是否用于捐赠
目的，韦尔股份公共事务部负责
人表示“暂不清楚，一切以公告
为准”。

控股股东的减持计划

《公益时报》注意到，在何黎
斌区长通过节目披露虞仁荣超
200 亿元捐赠之前， 韦尔股份就
已经发布控股股东的减持计划，
对于减持原因及用途则表示为

“因个人资金需求”。
2020 年 11 月 21 日， 韦尔

股份发布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
东虞仁荣计划于 15 个交易日
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 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法律
允许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
持数量不超过 900 万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4%，减持价格将
按照减持实际实施时的市场价
格确定。

两个月后，这次股份减持计

划正常实施，且减持数量过半。
2021 年 1 月 9 日，韦尔股份

发布公告称，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虞仁荣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非交易过户方
式累计减持公司 600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69%， 实施减持计
划数量过半。

但公告中“因个人资金需
求” 减持股份是否用于捐赠，或
已经完成捐赠暂时不得而知。

《公益时报》在致电韦尔股
份公共事务部门时，对方表示以
公告为准。 当前，也没有信源披
露其减持计划的捐赠信息。

而另一方面，当地官员在披
露该超 200 亿元捐赠消息后，相
关建设项目推进如火如荼，政策
支持、资源配置、规划设计进展
顺利。

2020年 12月 9日，宁波市镇
海区人民政府官网公布的《关于
2020 年镇海区财政收支预计完
成情况和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的报告》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预算中提到，推动大院大所落地，
主要包括甬江实验室调增 400 万
元、东方理工大学调增 300 万元、
创业场租补贴调增 300万元。

2021 年 1 月 13 日， 宁波市
镇海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的《区
政府 2020 年 12 月份工作总结》，
明确提到推进东方理工大学（暂
名） 建设及相关产业落地工作，
做好东方理工大学规划范围（庄
市片）征拆数据排摸及安置地块
初步选址，验收通过筹建办办公
场地。

建校前奏：注册基金会

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主办的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
息公示平台（试运行）查询可知，
早在这则捐赠消息发布前，一家
名为“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

会”的社会组织就已经成立。
根据该公示平台信息显示，

“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成立，法定代
表人虞仁荣，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3330200MJ8959805D， 业务
主管单位为宁波市教育局，登记
管理机关为宁波市民政局，已经
获得慈善组织身份。

该基金会业务范围，一是资
助民办大学的建设发展；二是资
助培育优秀人才，资助教育科研
活动；三是资助符合本基金会宗
旨的其他教育研究事业。

截至目前，还不得而知虞仁
荣通过市场减持的 600 万股是
否捐赠给“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
金会”，“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
会”暂无官方网站，也暂未披露
任何信息。

对此，韦尔股份公共事务部
负责人表示，宁波市虞仁荣教育
基金会成立时间不长，班子成员
及相关规划筹建等都在有条不
紊地积极推进，相关信息将积极
披露。

《公益时报》致电宁波市民
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处，该处工作
人员表示，对于基金会是否接受
捐赠则以基金会信息披露为准。

但当前， 从公示平台上观
察，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暂
未有相关信息披露。

另外，《公益时报》 记者通过
百度检索关键词“东方理工大学”
发现，一所名为“东方理工高等研
究院”的机构与其关系密切。

根据百度百科解释，宁波市
东方理工高等研究院是一所社
会力量举办、新型非营利高端科
研机构， 设立于浙江省宁波市。
东方理工高等研究院由宁波市
虞仁荣教育基金会创办，正在成
立中，已于 2021 年 3 月内登记注
册完成。

通过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

息公示平台查询可见，“东方理
工高等研究院” 被收录其中，其
注册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业
务主管单位为宁波市教育局，登
记管理机关为宁波市民政局，登
记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2 日，注
册资金为 100 万元。

其业务范围，一是信息科学
等相关领域科学研究；二是工程
教育研究与合作，培养科技创新
人才；三是建设开放的实验研究
平台；四是开展学术活动；五是
技术咨询与成果转化。

目前，一些招聘网站的信息
显示，3 月份该机构已经在招聘
人事及财务人员。

当前种种信息指向，这所东
方理工大学的高校正在积极筹
建中。

各方对捐赠保持低调

2020 年 12 月 16 日，宁波市
政府官方微信公众号“宁波发
布”报道称，时任宁波市镇海区
区长何黎斌在电视节目《镇海如
何走出“三生融合”高质量发展
之路》 时提道：“镇海中学 85 届
校友虞仁荣学习包玉刚先生，决
定捐资 200 多亿元在家乡高标
准建设一所理工类的新型研究
型大学。 ”

但《公益时报》4 月 15 日查
询这则新闻时，该新闻中的虞仁
荣名字被隐去，变为“镇海中学
85 届校友学习包玉刚先生，决定
捐资 200 多亿元……”

而 2020 年 12 月 9 日 和
2021 年 1 月 13 日， 宁波市镇海
区人民政府官网分别发布的《关
于 2020 年镇海区财政收支预计
完成情况和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和《区政府 2020
年 12 月份工作总结》中，均显示
有“东方理工大学”的字样。

（下转 09 版）

宁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
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

中心，日前，当地的一则重磅捐赠消息
在全国引发热议。

该消息指称，中国芯片上市公司“韦
尔股份” 控股股东虞仁荣将捐赠超 200
亿元， 在家乡宁波建设一所高水平理工
类研究型大学，目前已完成选址。

如果捐赠完成， 这将是继西湖大学
之后，又一社会力量捐资办大学的壮举，
虞仁荣也将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国目前单
笔捐赠额度最高之人。

那么，这一捐赠缘何做出？这一捐赠
能否实现？将通过何种方式、多长时间完
成？首笔捐赠如何进行？《公益时报》联系
多方追踪超 200亿元巨额捐赠走向。

韦尔股份控股股东虞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