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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机构工作人员工资福
利和行政办公费用等管理费用
的支出的多少，一直是公众比较
关心的话题。从《公益时报》刊登
年检报告的 111 家基金会中，
可以看出，中外基金会行政支出
的比例差异比较大。

除极个别境外基金会行政
支出比例不到 1%，境外基金会
的行政支出比例普遍偏高，高于
10%。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总统

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支出比例为
37.71%，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
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支出比
例为 25.26%， 世界自然基金会
（瑞士） 北京代表处支出比例为
15.96%。

境内本土基金会的行政支
出比例则普遍偏低，其中 5 家公
募基金会、12 家非公募基金会
的支出比例不到 1%。 甚至还有
行政支出比例为 0 的基金会，比

如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和援助
西藏发展基金会。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
超过当年总支出 10%。 而据了
解，国外对于管理费的提取比例
并没有严格规定，根据情况有百
分之几， 也有百分之二十几，主
要根据项目的性质和捐赠人的
意愿来定。

2011 年的郭美美和卢美
美事件，让基金会的保值增值
事宜暴露到公众面前。 一直以
来，基金会对通过投资等进行
资金保值增值的行为就不是
很热衷，在 2009 年时，全国性
基金会中只有不到四成的基
金会有过投资的行为。《公益
时报》记者通过对样本分析发
现，与往年相比，2010 年基金
会保值增值的情况改观不大，
大部分基金会仍然没有采取
保值增值举措。

数据显示，在《公益时报》
刊登年检报告的 111 家基金会
中， 投资收入为 0 的基金会有
57 家，占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

投资盈利的有 39 家，投资亏损
的有 1 家， 投资收入无法统计
数据的有 14 家。 111 家基金会
2010 年投资收入总和为 3.83
亿元， 平均投资收益约为 346
万元。

其中， 在投资实现盈利的
39 家基金会中， 清华大学教育
基金会以 9770 万位居第一，老
牛基金会以 5864 万位居第二。
紧随其后的是宝钢教育基金
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和中
国扶贫基金会。

受郭美美和卢美美事件的
冲击，担心公众的不理解，基金
会对于资金的增值和保值的选
择更加趋于保守。

近年， 由企业发起成立的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 势头
良好，2011 年， 非公募基金会
1279 家，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
成为公益领域的重要力量，而
这种势头从 2010 年便初见端
倪。 从 2010 年度年检情况分
析， 非公募基金会逐步占据主
导位置， 数量有赶超公募基金
会的势头。 在抽取的 40 家基金
会中， 有 21 家为非公募基金
会，占 52.5%，公募基金会有 19
家，占 47.5%。 但公募基金会的
平均规模和实力仍远远大于非公
募基金会。 抽取的 40家基金会
2010 年度捐赠总额约为 29.5
亿， 其中公募基金会 2010年度
捐赠收入为 20亿元， 非公募基
金会 2010 年度捐赠收入为 9.5

亿元， 其中华阳慈善基金会
2010 年度捐赠收入为 1.712 亿
元，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2010
年度捐赠收入为 1.7214 亿元。

从基金会发展趋势来看，
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明显
增加，规模稳步扩大,公募基金
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规模持续
扩大。 虽然非公募基金会在公
益事业支出、 捐助收入数额等
方面的发展速度， 逐步接近公
募基金会， 但由于非公募基金
会的“特殊属性”，导致很多基
金会成了企业内设机构， 出现
财务不独立， 捐赠给基金会的
资金变成企业困难时候的周转
金，任意挪用、借取，年检时基
金会的基金余额远远低于设定
的原始基金等问题。中外基金会支出比例差异大

过半基金会投资收入为 0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趋势看涨

111 家基金会中投资收入前五名基金会

在随机抽取 40 家基金会中，公募基金会有 19 家，非公募基金
会有 21 家。

募款难易受专业性影响 高校基金会占尽优势
在《公益时报》刊登年检报

告的 111 家基金会在性质、功
能、规模上都有所不同，受捐赠
的情况差异显著。 其中，高校基
金会和一些专业性基金会募款
状况对比强烈。

数据显示 ，111 家基金会
中， 高校教育类基金会有 9 家，
其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以
6.87 亿元位居 111 家基金会榜
首，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以超过
4.08 亿元位居第六名， 浙江大
学教育基金会以超过 2.78 亿元
位居第十一位。

近几年来，高校教育类基金
会发展迅速。 以 2009 年为参
照，教育基金会前三甲———清华
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
基金会和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表现已经相当抢眼 ， 分别为
4.08 亿元、3.10 亿元和 1.21 亿
元。

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 2008
年末， 共有 106 所高校成立了
基金会。 2005 年到 2008 年，学
校基金会的捐赠总额不断上升。
2005 年， 中央部门直属高校基
金会获得捐赠额过亿的学校仅
有 3 所 ，2006 年达到 4 所 ，
2007 年后达 6 所， 教育部直属
高校基金会捐赠总计从 5 亿多
元增加至 2008 年的 16 亿多
元，平均捐赠收入比例增长率为
46%。

近年来，教育领域一直是企
业捐赠的热点领域。以北京大学
教育基金会为例，2010 年 5 月，
苏州新太阳置业向北京大学教
育基金会捐赠一亿元；2010 年
12 月， 湖南中欣集团向北京大
学捐赠 1.1 亿元。

高校强大的校友资源也为
高校基金会提供了有力支持。
2010 年 4 月， 清华大学校友紫
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健坤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
国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一亿元。 再以浙江大学为例，据
统计，仅浙江大学校友段永平一
人已累计向浙江大学捐赠 2.35
亿元。

此外，国家也在财政上为
高校基金会向社会筹款提供

了支持，2009 年财政部和教育
部联合颁布的《中央级普通高
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 旨在引导和鼓
励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捐赠，
拓宽高等学校筹资渠道。《办
法》 规定，2009 年起中央财政
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级普通
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
励补助。

与之相比，一些专业性基金
会由于募款口径相对较窄，面临
募款难题。 在 12 家募款为 0 的
基金会中， 公募基金会有 3 家，
分别为中国民航科普基金会、中
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华农
业科教基金会，均为专业性基金
会。

专业性基金会募款难的
问题存在已久 。 中国民航科
普 基 金 会 成 立 于 2006 年 ，

其 业 务 范 围 主 要 包 括 支 持
民航博物馆建设 、征集收藏
民航文物史料 、资助中国民
航 文 史 研 究 事 业 和 中 国 民
航 与 国 外 相 关 机 构 的 交 流
合作，2009 年度中国民航科
普基金会的募捐额为 30 万
元 。

大部分的专业性基金会
的 2010 年募款额在百万元左
右 。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
2010 年度收入为 7994860.48
元。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
2010 年 的 捐 赠 收 入 为
6081200.00 元 。 中国敦煌石
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2010 年度
的 捐 赠 收 入 为 2126042.91
元，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2010 年 度 的 捐 赠 收 入 为
31000.00。

募款额对比
（上接第 12 版）

行政支出

增值保值

非公募和公募基金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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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家基金会中 9 家高校教育类基金会捐赠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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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纳入样本的全国性基金会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