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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报道

教育领域捐赠持续增长

名校成大额捐赠“收割机”
■ 本报记者 皮磊

“最近一段时间，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

迎来了校庆。围绕这些百年名校的校庆活动也产生了多笔大

额捐赠，尤其亿元（含）以上捐赠呈明显增长趋势。

对高校来说，校庆已成为获得更多社会关注及大额捐赠的重要时

间节点，校友及校友企业成为高校大额捐赠的重要贡献者。另一个较为

显著的特征是，从简单的捐资助学到硬件建设，再到支持高校人才引

进、科学研究和社会治理等议题，流入高校的大额捐赠关注领域也在悄

然转变。

在最近举行校庆的高校中，厦门大学

收到的校友捐赠及外界捐赠颇为抢眼。

2021年 4月 6日，厦门大学迎来百
年校庆。截至目前，厦大收到的最大一笔

捐赠来自 1980级化学系校友、万泰生物
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子欣。他向母校捐赠

股票 100万股，按照捐赠当日的股价计
算，该笔捐赠价值约为 2.61亿元。该笔
捐赠主要支持厦大化学化工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生命科学院学科建设及学校

教育事业发展。

此外，厦大在百年校庆启动前后还

收到了多笔亿元捐赠，如：阳光控股有限

公司林腾蛟捐赠 1亿元；国脉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国鹰捐赠 1亿元；冠亚投
资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朱益民宣布将向

厦大捐赠 1亿元；旭辉集团捐赠 1亿元
（已到账）；马来西亚 IOI置业集团董事
长李耀升捐赠 1亿元（李耀升的父亲李
深静生前曾捐赠 3000万元）；宝龙地产
实控人之子、总裁许华芳向母校厦大捐

资 1亿元；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董事长、厦

门大学 2002级 EMBA校友苏庆灿捐款
1 亿元（在厦大 98 周年校庆上，他曾捐
资 5000万元）……

除了这些上亿的巨额捐赠，厦大在

校庆前后还收到多笔捐赠，金额从百万

到千万不等，如：厦大 1980级物理系校
友、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智松捐赠 3000万元；广东宏川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川、潘俊玲伉俪

捐赠 2000万元，林海川是厦大 1989级
财政金融系校友，潘俊玲是厦大 1991级
国际贸易系校友；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

会捐赠 7000万元……
截至目前，厦大并未公布百年校庆

期间收到捐赠的具体情况，《公益时报》

记者就此联系了厦大宣传部门，但对方

表示目前不便对外透露。记者从厦大官

网查询到的数据显示，在 2019年 98周
年校庆期间，厦大收到来自校友及企业、

机构等的捐款总计 2.29亿元。从数据来
看，厦大百年校庆捐赠收入已打破其近

年来最高纪录。

厦大百年庆捐赠创新高

当然，除了校庆这个特殊的时

间节点，于高校而言，校友及企业捐

赠在任何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捐赠

来源，尤其近几年来捐赠金额屡创

新高，最高单笔校友捐赠金额已突

破 10亿元。
2019年 10月，融创中国与清华

大学签署捐赠协议，正式向清华大

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10亿元，用于支
持清华大学开展教育与科研、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工作。据悉，融创

中国董事长孙宏斌 1985 年从清华
大学毕业，取得工学硕士学位。

2021年 3月，北大校友、中公教
育集团创始人李永新向北大捐资 10
亿元，用以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以

及设立中公德善奖学金、助学金、奖

教金和中公讲席教授等项目。这是

北大建校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个人

捐赠，也是最大一笔校友捐赠。此

前，李永新和他创建的北京中公公

益基金会曾向北大捐赠 1.8亿元。
2021年 4月，天津大学 1993级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校友、厦门

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松

华通过厦门春水爱心基金会向天津

大学捐赠 3.13亿元人民币，用于全
面支持母校事业发展。该笔校友捐

赠也“成就了天津大学历史上最大

额度的公益捐赠”。

在过去的 2020年，企业经营虽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疫情影响，但企

业及校友捐赠依然表现突出，甚至

在某一段时间内集中发生：2020 年
9月 16日，四川大学获上海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安琪儿医疗控股

集团和中国工商银行 3.2亿元捐赠，
三方捐赠均过亿；9月 18日，北京理
工大学校友、君正集团董事局主席

杜江涛向母校捐赠 8 亿元；9 月 19
日，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复旦大学

校董许健康宣布向复旦大学捐赠 5
亿元……

而近两年来，外界关注较多且

争议较大的大额捐赠要属万科 2亿
股股捐。

2020年 4月 2日，万科企业股
资产管理中心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

会签署捐赠协议，将其持有的 2亿
股万科股票（当时市值约 53亿元），
捐赠给基金会，用于设立“清华大学

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发展专项

基金”。

此次捐赠是目前国内高校基金

会收到的最大金额单笔捐赠，但其

也引发很大争议，因为此次捐出的

并非万科上市公司资产，而是 1984
年万科成立以来数十万员工努力创

造的共同成果和财富。此次捐赠也

引发了业界持续关注和讨论。

值得研究的是，在捐赠金

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捐方对善

款的用途及预期也越来越明

确。从以往简单的捐资助学到支持高

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再到支持生态

治理及社会建设等领域，捐赠人希望

通过捐赠行为加强与高校之间的联

系，加深产学研合作。此外，高校大额

捐赠项目执行周期更长，捐赠持续性

也更为明显。

2021年 4月 10日，上海交通大学
启动建校 125周年校庆日活动。联想集
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个人出资 1亿
元，为母校捐建一座全国高校一流的绿

色水冷高性能计算中心，设备将围绕学

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关键领域，助

力学校提升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这不

是杨元庆第一次向母校进行捐赠：2015
年，杨元庆向上海交大捐赠 1000万元，
设立“杨元庆教育基金”，并发起成立

“上海交大计算机系教育发展基金”。

此次捐赠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

其已不是单纯的捐资助学。根据捐赠协

议，这座高性能计算中心将由联想集团

建造与交付，采用联想最先进的高性能

计算产品与技术，释放来自合作伙伴英

特尔最新技术的优势性能，并应用联想

独创的“海神”温水水冷技术，相较于传

统风冷系统能够节约能耗成本 40%以
上，在增强算力的同时助力实现国家碳

中和目标。

为何做出这样的捐赠决定？杨元庆

在致辞中表示，当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

是智能化变革来临之际，计算力，特别

是高性能计算，依旧是技术突破和应用

创新的一个重要瓶颈，“特别是在大学

和科研机构，高水平的高性能计算能力

是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必不可少且

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我不仅希望为母

校打破这个对科研和教学的制约因素

做点小贡献，更希望藉此为今后算力在

高校及社会的普及尽一份绵薄之力。”

持续、多次向高校捐赠，也是近年

来大额捐赠的一大特点。

2020年 4月，世纪金源集团向北
京大学捐赠 5000万元，设立“世纪金
源医学基金”，该基金除了用于奖励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医疗团队，还

将为北大医学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医

学研究科技创新及应用等各方面发展

建设提供助力，助力北大创建世界一

流大学。

这并不是世纪金源第一次向北大

捐赠。2004年，世纪金源捐资 1000万元
支持兴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2011年捐
资 3000万元，成立“北京大学黄如论教
育经济学发展基金”与“北京大学黄如

论奖助学金”，2015年再度捐资 2000万
元奖助学金，并将奖励名额与奖励额度

各增加一倍，成为当时北京大学单人额

度最高奖助学金。

除了连续向北大进行捐赠，世纪金

源还多次捐资支持国内其他高校发展

建设：2020年 9月 10日，世纪金源集团
向清华大学捐资 5000万元，成立“清华

大学艺术博馆战略发展基金”；在此之

前，还曾捐赠 2亿元支持修建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此外，世纪金源还曾捐资

5000万元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
商学院以及设立国学基金；捐资 3.75亿
元新建福建江夏大学；捐资 3亿元新建
河南省中原文化艺术学院；捐资 2000
万元支持贵州师范大学等。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碧桂园

集团连续捐赠清华。2018年 10月 22
日，碧桂园实际控制人、董事局主席杨

国强和副主席杨惠妍宣布，基金会将在

未来 10年内向清华大学捐赠 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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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

当时国内高校获得的最大单笔捐赠。

事实上，自 2007年起碧桂园集团
和国强公益基金会曾多次捐赠清华大

学：2007年 10月，碧桂园集团董事会主
席杨国强捐赠 3000万元
人民币，设立“清华大学

国华杰出学者奖”，用以

奖励清华大学科学工作

者；2016年 4月，在清华
大学建校 105周年之际，
碧桂园集团捐资设立“清

华大学—碧桂园教育基

金”；2017年再次捐资支
持清华大学“国强楼”建

设……

今年，值清华大学

110周年校庆之际，宝丰能源也做出了
再次捐赠清华大学的决定。

在第 52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
宝丰能源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1.2亿元，设立“宝丰碳中和讲席教授基
金”。该基金将用于支持化学、化工、环

境、材料、能动、车辆等六个“碳中和”领

域相关学科方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引

进工作，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助力学

校为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清华力量，为全

球气候治理探索中国方案。

而在 2018年 11月，宁夏燕宝慈善
基金会曾捐赠 1亿元，成立“清华大学
全球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基金”。该基

金主要用于支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

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研究，宣传倡导以及

国际交流合作，“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

标贡献应有力量”。可以看出，两次捐赠

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

《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显示，2019年，我国慈善捐赠投
向教育、扶贫和医疗三个领域的

资金最多，捐赠额分别为 440.31
亿元、379.02 亿元、272.23 亿元，
三者合计占捐赠总量的 72.32%。
其中，教育领域的捐赠同比增长

5.35%，多数流向了高等院校。
在《公益时报》社编制发布

的 2020中国慈善榜中，上榜慈
善企业共 605 家，合计捐赠
124.0590亿元，其中投入教育领
域的捐赠达到 51.4419 亿元，投
入扶贫领域的捐赠为 47.9936
亿元。

而流向高校的捐赠中，知名

高校的吸金能力又是其他院校

无法企及的。

今年 10月 18日，河北大学
将迎来百年华诞。但截至目前，

有关河北大学收到外界捐赠的

报道并不多，最近一则报道出现

在 4月 19日，河北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大学教育基

金会捐款 1000万元，“用于推动
河北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献礼

河北大学百年华诞”。

2020年 7月 23日，全国第
三方大学评价研究机构艾瑞深

校友会发布最新 2020校友会中
国大学教学质量排名、2020中国
大学杰出校友排名和 2020中国
大学校友捐赠排名等榜单。

统计显示，1980 年至 2020
年 6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国内

外校友捐赠总额达 363 亿元，其
中捐赠总额 40亿元以上高校有 1
所，30 亿元以上高校有 2 所，20
亿元以上有 3所，10亿元以上有
7所，5亿元以上有 18 所，1 亿元
以上有 52所。

报告显示，1980年至 2020年
6月，清华大学累计获校友捐赠的
总额突破 47.20亿元，问鼎艾瑞深
校友会 2020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
排名第一，打破中国大学校友捐

赠总额最高纪录；北京大学校友

捐赠 31.87亿元，位列第二；清华
大学和北京大学也成为中国大学

校友最为慷慨、对母校的认可程

度和满意度最高的大学。

大额捐赠为何更倾向名校？

针对 110 周年校庆捐赠情
况，记者联系了清华大学教育基

金会相关工作人员。基金会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校庆活动还

未完全结束，目前关于校庆捐赠

情况并无准确数据。但从一些捐

赠者的实际行动中，我们也能大

致了解其中缘由。

以宝丰两次捐赠清华为例，

捐赠的顺利达成与企业自身业务

及战略规划、清华大学在相关领

域的优势有着密切关系。

宝丰能源长期坚持绿色低碳

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

研究，致力于推动清洁、低碳能源

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尤其

是近年来，宝丰能源加速布局新

能源，用实际行动践行碳达峰、碳

中和。2021年 3月 10日，宝丰能
源董事会经研究决定，在北京注

册设立“宝丰碳中和研究院”，作

为公司开展碳中和专业领域科研

平台，重点进行碳中和相关领域

应用技术引进、技术转化与落地

实施，目前该研究院已正式启动。

在前几天的捐赠仪式上，党

彦宝表示，清华大学有着百年灿

烂历史，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顶

级学术殿堂。清华大学人才荟

萃，学科优势明显，科研实力雄

厚，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领域开

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于此次捐赠，他谈道：

“希望清华大学六大领域的学

科带头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为实现‘碳中和’起到积极作

用。也希望学校对这六大领域

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作为企业，我们会全力以赴

推进产学研合作落地，推动科

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加快

行业‘碳中和’进程，为国家实

现‘碳中和’愿景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在国强公益基金会副秘书

长曾雄看来，企业连续多年捐

赠清华大学、支持清华建设和

发展，跟企业高层的个人意愿

和校友情怀有着直接关系，杨

国强女儿杨惠妍和女婿陈■都

是清华大学校友。“而从最开始

资助学生，到后来资助学者，再

到后来资助学科建设，也体现了

捐赠人自身的教育情怀。”

另一方面，企业持续捐赠高

校也有实际考量。

“与清华的合作，给我们创造

了很多和清华科研人才交流的机

会。企业也面临转型问题，也会有

一些科学研究方面的需求，我们

希望通过科研赋能企业。借着和

清华的合作关系，我们能够接触

清华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科研

团队，在科研领域跟清华开展更

深层次合作乃至应用转化方面

的合作。”曾雄谈道。

大额捐赠更倾向名校

单笔捐赠屡破纪录

高校捐赠呈新的特点

� � 宝丰能源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1.2 亿
元，设立“宝丰碳中和讲席教授基金”

� � 2021 年 3 月，北大校友、中公教育集团
创始人李永新（中）向北大捐资 1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