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所高校校友
捐赠总额超 20 亿元

校友捐赠是世界一流大学
的常态，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
核心指标，社会及校友捐赠已经
成为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要
考核指标。 校友捐赠指标是美
国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等世界
一流大学彰显其综合实力、办
学水平、教育教学质量、校园文
化、 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
重大标志。 校友捐赠已成为评
价一所大学教育教学质量、校
友商业成就、毕业生满意度、校
友慈善意识、社会影响力、学校
治理能力与校友工作成效的核
心指标。

自 2010 年起，艾瑞深校友会
网已经连续 12 年发布校友会中
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旨在弘扬

中国高校校友慈善捐赠文化，推
动中国高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中国高校提升校友工作服
务水平。 据介绍，校友会 2021 中
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的统计标
准是中国大学接受的校友大额
现金、股权和实物等捐赠，统计
时间截至 2021 年 6 月，全部采用
公开数据。

统计显示， 截至 2021 年 6
月，全国大学累计接收校友捐赠
总额为 427.92 亿元；捐赠总额 40
亿元以上大学有两所，30 亿元以
上有三所，20 亿元以上有五所，
10 亿元以上有九所，5 亿元以上
有 24 所，1 亿元以上有 55 所。 引
人关注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校友捐赠超 40 亿元， 武汉大
学校友捐赠高达 30.43 亿元，是
中国高校校友工作成效最好、校
友商业成就最高、校友最慷慨的
三所大学。

清华大学校友
捐赠累计超 47 亿元

中国哪所大学接受的校友
捐赠最多？ 榜单显示，清华大学
累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达 47.20
亿元，问鼎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
校友捐赠排名冠军，再次刷新中
国大学校友捐赠最高纪录；北京
大学获捐 41.97 亿元，居第二。 清
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
校友最为慷慨、最受毕业生校友
认可和中国校友满意度最高的
世界一流大学。

武汉大学表现亮眼，累计接
受校友捐赠 30.43 亿元， 跃居全
国第三，创历史最高排名。 浙江
大学 23.77 亿元，排第四；中国人
民大学 21.57 亿元，排第五；复旦
大学 17.73 亿元，排第六；电子科
技大学 15.83 亿元，排第七；厦门

大学 10.55 亿元，排第八；北京理
工大学 10.44 亿元，排第九；南开
大学 9.54 亿元，排第十。

位居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
校友捐赠排名前 20 强的其他高
校依次为天津大学（9.17 亿元）、
中南大学（8.31 亿元）、深圳大学

（8.26 亿元）、 福州大学（7.72 亿
元）、重庆大学（7.33 亿元）、四川
大学（6.82 亿元）、上海交通大学
（6.31 亿元）、 南京大学（6.21 亿
元）、河海大学（6.12 亿元）、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5.73 亿元）。

（皮磊/整理）

“近日，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发布了 2021 校友会中国大学校
友捐赠排名。 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国高校累计接受校友捐赠高达 427 亿元；清华大学获校

友 47.20 亿元捐赠，问鼎校友会 2021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榜首，再次刷新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最高
纪录；北京大学 41.97 亿元，位列第二；武汉大学累计接受校友捐赠 30.43 亿元，挺进全国前三甲，创
历史最高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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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友捐赠最新排名出炉
清华大学获捐 47.20亿元位列榜首

我国社会企业萌芽于改
革开放时期 ， 在 2015

年社会创业风潮下初步发展，逐
渐形成独特的中国模式。 近日，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治理研
究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
合发布 《社会企业蓝皮书 ：中国
社会企业发展研究报告（No.1）》
（以下简称《报告》），旨在引导中
国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企业”定义
尚未达成共识

《报告》指出，根据“中国社
会企业行业调查问卷” 数据，我
国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尚未达
成共识。 有人认为社会企业属于
非营利组织，有人认为社会企业
是企业，还有的认为社会企业是
介于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的
存在。 因此，社会企业既可以被
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企业，也可以
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学界对社会企业的认识有一个
共同点，即认为社会企业根植于
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虽然以商业运营
为生存手段， 但其以社会使命
为目标驱动。 社会企业的产生

受力于社会需求， 成长于经济
价值创造，能够创造社会价值；
同时以实现经济绩效为可持续
生存方式， 通过将经营所得再
投资于社会事业中，生产出更多
的社会价值。

《报告》提到，定义“社会企
业”的核心，除了弄清楚分红限
制和资产锁定外，还要明晰其社
会属性、主旨，围绕解决社会问
题、 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和成
果， 确保社会目标的持续不飘
移。 因此，社会企业被视为推动
我国第三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的重要抓手和助推器，是兼具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创新组织
载体。 探索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
历程，展望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
前景，这对转变政府职能、促进
中国社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意
义重大。

社会企业发展
面临一系列问题

《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企业
萌芽于改革开放时期，经过 2010
年至 2014 年间的艰难探索，在
2015 年社会创业的风潮下初步
发展，并逐渐形成独特的中国模

式。 无论是社会企业的制度环境
还是内部能力近年来都有了极
大的改善和提高。 与此同时，中
国社会企业也面临着制度不完
善、社会认知不足、组织能力较
弱等问题。

根据调查，中国社会企业具
有多元法人性质，企业营收普遍
存在收入有限的情况。 数据显
示，65.5%的社会企业是企业法
人，32.2%的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
织，2.3%的社会企业为合作社，这
表现出社会企业具有多元法人
性质。

另外，当下社会企业普遍对
于认证工作比较重视 ， 已有
35.6％的社会企业通过国内认
证； 获得国外认证的社会企业
有 3.4％； 有 30％的社会企业还
没有开展相关认证工作； 处于
申请认证中的社会企业占总数
的 13％。

从调研情况来看，目前社会
企业营收普遍存在收入有限的
情况。 47％的社会企业处于盈亏
平衡状态；35％的社会企业一直
处于盈利状态；18％的社会企业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统计数据显
示， 社会企业多分布在四川、上
海、广东、北京等地，其中分布在

四川的比例最高。
《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

企业的立法环境还不成熟。
尽管国际上对社会企业的

认证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模
式、社会主导模式、政社合作模
式， 但国内社会企业认证仍停
留在行业认证和地方认证阶
段， 社会企业发展仍面临合法
性不足的难题。 为此，独立第三
方推动认证会是一个可行的选
择，为社会企业整合资源提供合
法性身份。

在实际运作中，社会企业可
以细分为社会问题导向型、概念
推广导向型、专业技术导向型以
及混合发展导向型。 要推动社
会企业进一步发展， 人才储备
是重要的持续性动力。 目前，中
国社会企业员工规模整体较
小，以志愿者为主，人才质量较
高， 但是人力资源体系有待发
展，未来还需要政府、社会、市
场合力推动社会企业人才队伍
高质量发展。

我国社会企业
生态系统正在生成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报告》

指出，中国社会企业的生态系统
正在生成。 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
改善有赖于政策法规、 融资方
案、人力资源和支持机构四个方
面的支撑。 而社会企业的发展也
会反哺环境，进一步促进第三次
分配事业蓬勃发展，激活社区资
源，促进社会创新，鼓励社会创
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治
理创新。

《报告》显示，北京、成都、顺
德和杭州的社会企业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发展成果，积累了较好
的经验。 这些经验包括但不限于
良好的制度供给体系、先进的发
展理念、协调的政社关系以及深
厚的慈善文化与创新精神。 这也
表明，社会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
政府的推动和努力，也需要社会
企业强大自身、 做好战略规划、
建立核心竞争力。

《报告》强调，中国社会企业
未来将走向法治化、 专业化、职
业化。 未来，社会企业的发展既
面临挑战又存在机遇，只有通过
法治化、专业化、职业化等途径，
构建起发展支持网络，平衡社会
企业的商业和公益属性，才能更
好地发挥治理效能。

（据《光明日报》、界面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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