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用途项目中专项基金和永续项目占比 “1 亿级”以上和以下项目中永续和专项基金项目占比

区分协议捐赠金额
与到账捐赠金额

据记者了解，《报告》由明善
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发
起和执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

《报告》梳理了社会捐赠总
额前 100 名的中国高校基金会
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统计了
2015 年至 2020 年共计 78 家中
国高校基金会接收的大额捐
赠 （项目捐赠总额大于等于
1000 万元），包括到账方式、用
途、管理形式、信息披露方式等
信息。

“报告选用高校基金会年报
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详实、内容
丰富，并首次从一些新的维度分
析了高校基金会的发展概况，如
区分协议捐赠金额与到账捐赠
金额、 捐赠用途的具体分类、发
展趋势和项目管理的状况、信息
披露的方式与程度等。 这不仅让
大额捐赠人对于行业的整体形
势有更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公
众对相对神秘的高校基金会进
行更系统的了解。 虽然受基金
会年报信息的局限， 数据的完
整性还有待提升， 但作为一份
给到大额捐赠人的参考指南，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邓
国胜在表示。

数据分析之外，《报告》还包
括大额捐赠人访谈、大额捐赠优
秀案例、“他山之石”等内容，“呈
现了大额捐赠现状和对趋势的

关键洞察，希望为大额捐赠人提
供一份参考指南，共同助力中国
高等教育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
越办越好，我们希望可以持续做
下去。 ”《报告》主编、明善道总裁
赵坤宁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院长王振耀谈道，“从世界
范围内来看，来自社会的大额捐
赠是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
重要支点，也是我们让财富向善
的一个重要载体。 这份报告给高
校基金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
角，也让基金会的工作更有知识
系统的支撑。 我觉得对中国公益
慈善界、对大额捐赠人以及整个
教育界来说这份报告都是很有
意义的。 ”

81%的大额捐赠来自企业/
企业家

《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20
年共统计到 982 笔大额捐赠，涉
及 733 个项目， 协议捐赠总额
380.8 亿元， 到账总额 303.6 亿
元， 高校大额捐赠中位数为
1950 万元； 统计到 1 亿元及以
上的捐赠项目 111 个，占项目总
数的 15%。高校大额捐赠整体呈
上升态势，2020 年到账总额突破
100 亿元，创新高；相比 2015 年
增长超四倍，快于社会捐赠整体
增速。

这些捐赠来自哪里？

《报告》显示，81%的大额捐
赠项目来自企业、 企业基金会、
企业家及企业家个人基金会，或
由以上四者联名捐赠。 而在这部

分捐赠中，53%由民营企业及其
基金会捐赠，49%由来自房地产、
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企业
或企业家捐赠。 这一特点与中国
整体社会捐赠的主体构成、行业
分布一致。 同时数据显示，来自
校友的大额捐赠有 188 个，占比
26%。事实证明，校友是高校的宝
贵财富和最有价值的大额捐赠
人群体之一。

基于捐赠人的捐赠情况，
《报告》推出了“对中国高等教育
最有承诺的大额捐赠人榜单”
———“青云壮志榜”。 入榜捐赠人
为 2015 年至 2020 年与高校基金
会合作发起两个及以上大额捐
赠项目的捐赠主体。 根据发起大
额捐赠项目的数量，入榜捐赠人
被分为三个梯队： 第三梯队为
2015 年至 2020 年发起二到四个
项目的大额捐赠人；第二梯队为
发起五到九个项目的大额捐赠
人； 第一梯队为发起 10 个及以
上项目的大额捐赠人。

榜单还通过设立专项基金、
专题网页、留本用息三个指标呈
现上榜大额捐赠人参与管理的
现状。 结果显示，近一半的大额
捐赠人有持续参与的意愿，对
所捐项目的管理和成效也比较
重视。

“双一流”高校最受青睐

这些资金具体捐到了哪里？
《报告》显示，位列教育部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名单
（即“双一流”）的高校在 78 所接
收过大额捐赠的高校中占比为

45%， 但这 45%的高校接收了
69%的大额捐赠和 84%的协议捐
赠， 是大额捐赠青睐的第一梯
队。 同时引人注目的是流向“非
双一流”高校的大额捐赠有显著
上升： 从 2015 年到账金额可忽
略不计， 增长到 2020 年到账金
额占比 23%。

捐赠方向上，72%的捐赠项
目披露了用途。 该《报告》将捐赠
用途分为 10 大类，其中“院系学
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人才
建设”“奖学金”“创新创业/成果
转化” 为大额捐赠的五大用途。
“基础设施建设”类的项目金额
中位数最高， 但“院系学科建
设 ”自 2017 年以来超过“基础
设施建设”， 成为 10 大类用途
中最热门的捐赠方向， 该领域
里医学又最受大额捐赠瞩目，在
2015 年至 2020 年间共有 38 个
项目涉及。

值得注意的是，在“院系学
科建设”大类中，建设管理学科
的项目中校友捐赠比例最高，达
到 50%；建设医学学科的项目中
非校友捐赠的比例为最高，达到
84%。

信息披露有限
使用情况待解

资金使用方面，《报告》发现

受信息披露限制，大额捐赠项目
管理的公开信息甚少。 仅通过是
否成立专项基金、是否注明留本
永续来观察，可看到仅有 20%的
大额捐赠项目包含留本永续、长
期实施的部分； 仅有 6%的大额
捐赠项目成立了专项基金；仅有
1.8%的项目既成立了专项基金，
又是留本永续。

捐赠总额在 1 亿元及以上
的项目留本永续和设立专项基
金的比例高于亿元以下项目，表
明目前高校基金会对于长期实
施的超大额捐赠项目管理较为
重视。 从具体用途来看，“奖学
金”“人才建设”“具体研究”等用
途的大额捐赠项目在专项基金
和留本永续类中占比突出。

信息公开方面，报告发现仅
有 12%的大额捐赠项目在年报、
学校/基金会网站、专题网页三
个维度均有披露； 有 68%的项
目在大学基金会年报中有所披
露，而有专题网页的仅有 16%；
设立了专项基金的大额捐赠项
目和留本永续项目在年报、专
题网页等信息披露维度均有出
色表现。 整体而言，大额捐赠项
目在信息披露上较为低调，认
定为慈善组织的高校基金会在
所有信息披露维度上的表现均
优于未认定慈善组织的高校基
金会。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对大
额捐赠人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做大事， 与学校的长
远发展、 学科建设等重大规划
结合；

二是重参与，不仅给钱还要
参与管理，投入更多时间和经历
的捐赠人更受敬仰；

三是放眼社会，与高校一起
做推动地区进步的事；

四是持续资助，想要更快看
到改变的发生就要持续资助，比
别人更快迭代；

五是适合即好，做公益有多
种方式（如增加资源、建立生产
力和推动改变）， 适合自己的就
是最好的。

“一直以来，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是社会捐赠主要流向之一。 一方面，我国
高校近年来接收的社会捐赠总额不断增长；另一方面，高校接收捐赠形式愈加

多样化，单笔捐赠金额也屡破纪录。
2015 年至 2020 年，共有 78 家高校基金会接收过大额捐赠（项目捐赠总额大于等于

1000 万元），协议捐赠总额 380.8 亿元，到账总额 303.6 亿元，其中 2020 年到账总额突破
100 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新发起的大额捐赠项目有望超过 100 个，协议捐赠总额
接近 200 亿元，达到历史新高。

2 月 17 日，《2021 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 高
校大额捐赠主要来自哪里？ 捐赠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 哪些高校接收社会捐赠最多？ 《报
告》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一一回应。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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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发布

78家高校基金会六年接收大额捐赠 303.6亿元

高校大额捐赠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