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江宏 戴高城

04 新闻
２０12．6.5 星期二 责编：刘丽波 美编：段理

陈发树 83亿元的股捐承诺

News

� 2009 年的冬天，新华都慈善
基金会成立。 有“打工皇帝”之
称、时任新华都集团总裁的唐骏
说，这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基金
会”；两年半之后的时下，新华都
基金会网站首页的第一句话，仍
是“陈发树先生将其个人持有的
市值 83 亿人民币的资产捐赠给
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

彼时，股捐尚无先例。 此后
两年间，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以境
外信托方式实现股捐，福耀玻璃
董事长曹德旺将价值 35 亿元的
股票成功捐给河仁慈善基金会。

83 亿元，这笔迄今最大数额
的股捐承诺，至今未到账，也鲜
有关于其进展的消息。

陈发树， 新华都集团董事
长， 曾多次被国外研究者评为

“中国福建首富”。 现在，行事低
调的陈发树仍旧缄口，而一度高
调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曾经的
副理事长唐骏，什么都不说。

创纪录的股捐承诺

2009年 10月 20日， 唐骏和
陈发树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高
调宣布成立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
会。正是这次发布会上，唐骏公开
提出陈发树将捐出其个人持有的
市值 83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消息。

现在回忆基金会成立时的新
闻发布会，人们可以通过依旧存
于网络的视频原汁原味地感受
这“83 亿元”资产行将捐赠的来
源———唐骏在致辞中所言。 而陈
发树， 仅低头把讲稿念了一遍，
两分多钟的时间里，陈对捐赠数
额只字未提。 多位熟悉陈发树的

慈善业界人士称，这符合陈发树
一贯低调的风格。

由于当时国内尚无由股票
等证券资产捐赠设立基金会的
先例，且捐赠额巨大，其时引发
慈善业界的强烈关注和争论。

事后证实，新华都慈善基金
会系由新华都集团和陈发树捐
赠一亿元现金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获准设立。 其中包括新华都集
团捐出的 0.88 亿元和陈发树个
人捐赠 0.12 亿元。福建新华都慈
善基金会资产中，始终未见到涉
及企业股份的捐赠。

福建省有官员私下向《公益
时报》记者表示：“唐骏总是先讲
话，后办事。 据了解，新华都的内
部，谁都不愿说此事。 ”

新华都基金会秘书长林丹
娘亦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自
己从未从新华都内部得到有关
83 亿元资产捐赠的任何说明。

而事实上，新华都曾经公开
确认陈发树要捐赠其时市值 83
亿元的股份。

大额股捐曾公告

自称是陈发树助理的新华都
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总
裁仇非也当面向《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2009年末，陈发树确有捐赠
时值 83亿元股份的公开意愿。

陈发树拥有多家上市公司股
份，其中包括直接及间接持有新华
都 92.69%的股份。因为对捐赠哪些
股票存在争议，福建新华都购物广
场股份有限公司曾公告澄清。

2009 年 10 月 21 日，新华都
集团控股的福建新华都购物广

场股份有限公司（即新华都，代
码 002264）发布《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陈发树先生成立新华都
慈善基金会”媒体报道的澄清公
告》。

这份简短的《公告》称：“经
询问公司的控股股东新华都集
团和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现
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捐赠
的 83 亿有价证券包括陈发树先
生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紫金
矿业、青岛啤酒等股份，不包括
陈发树先生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本公司的股份。 本次捐赠不涉及
公司及新华都集团股份的变更，
捐赠完成后，新华都集团仍是公
司的控股股东，陈发树先生仍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这笔捐赠没有明确时间表，但
从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始，就
一直标示在基金会网站的首页上。

网站的内容从 2010 年 12 月
末至今未得到更新。 唐骏当年撒
出的“我们将委托国内专业机构
进行基金托管，账户管理和投资
顾问，同时也会定期向全社会公
开慈善基金的运作状况和未来
计划”也没了下文。

股捐成功路径

福建省相关政府部门的一
些工作人员表示，2009 年末，就
在他们通过媒体听说陈发树要
进行 83 亿元股捐之后， 忙碌了
一个多月，紧张地了解、研究社
会组织接收股捐的相关问题，
但，“始终没有见到新华都方面
的人来说这个事，向新华都基金
会了解，他们也说不知道”。

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林丹娘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她并不知道 83 亿元资产捐
赠的事情，“那要找唐骏”。

就在陈发树 83亿元股捐沉寂
的两年间，牛根生和曹德旺则以不
同的方式完成了各自的股捐承诺。

2010 年 6 月 7 日，曹德旺出
资 2000 万元， 在国家民政部登
记注册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
2010年 12月 28日， 中国蒙牛乳
业有限公司在香港宣布，公司创始
人牛根生已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
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 Hengxin 信
托，以贡献公益慈善事业。

2011 年 4 月，曹德旺期待的
股捐也终于落地。 4 月 11 日，福
耀玻璃接到第一大股东三益发
展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福建省
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通知，
两大股东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签
署了《捐赠协议书》，将合计持有
的福耀玻璃 3 亿股（当时市值
35.49 亿元）捐赠给河仁基金会。

现在，人们通过查询陈发树

名下的各上市公司两年来的年
报可以看到， 目前尚无价值 83
亿元股权变更的报告，福建新华
都慈善基金会成立以来向登记
机关报送的年检资料亦从未涉
及 83 亿元资产的捐赠。

“民政部门对未到位的资
金，还难以监管。 不兑现捐赠承
诺， 只能说是企业家的道德问
题。 ”2012 年 3 月初，福建省民政
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戴雄
文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
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
国胜则表示，除了根据合同法进
行规制外，还得依靠社会信用体
系的完善约束“诺而不捐”。

对此，仇非代表陈发树表示，
他很愿意和社会各界一起来探讨
股份捐赠的问题， 以找到合适的
方法“帮助陈发树先生完成这个
（股份）捐赠”。 仇非认为，股捐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证券资产操作，
涉及多个方面，“股捐目前还没有
法律支持，还不知道该怎么捐”。

� � 2009 年 10 月 20 日，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在京成立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 � 3天 105万元，一个白血病女
孩儿在微公益平台上获得 8184人
捐款。这个速度让本来设计为 2个
月筹款计划的人们倍感吃惊。

5 月 28 日，新浪微公益平台
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
微博名人薛蛮子，为近日备受关
注的白血病患者———微博女孩
“鲁若晴”（实名鲁超） 发起募捐
项目，短短 3 天后，100 万的目标
金额便超额完成。 6 月 1 日活动
截止， 该项目共获得了 8184 人
的 1049680 元捐助。 而关注人数
则更是高达 25 万。

以此速度，一年筹集一亿善
款并非遥不可及。

微公益的力量

基于网络的筹款平台，新浪不
是第一个。“腾讯公益月捐计划”
于 2009年 5月正式启动。 截至 6
月 4日中午， 腾讯公益频道显示：
历史善款总额为 83836584 元；历

史爱心总人数为 2755104人。
腾讯紧密团结 QQ 用户，新

浪微公益平台则显示出鲜明的
微博特征，与微博用户和热点话
题结合日渐紧密。

为“鲁若晴”发起募捐就缘
起于微博热点话题。

携手公募基金会，结合微博
推广，注重善款透明度，这样的
微公益模式正日渐顺畅成熟。

此次， 为了确保公开透明和
便于管理， 作为微公益平台的合
作伙伴，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为“鲁若晴”开设了一个独立的网
银子账号。也就是说，针对该项目
的所有捐款全部集中在一个透明
箱子里。捐赠结束后，青基会将对
善款使用、 鲁若晴的治疗情况进
行全程公示， 任何一个捐款人都
可以在公示材料中找到自己的捐
赠信息并随时进行追踪。

包括韩红在内的几位演艺
圈明星由于不方便使用支付宝，
用人工支付的方式直接将善款

打到青基会总账户，最后只能由
工作人员人工筛账，再将数据通
过后台添加到这个子账号中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微公
益平台上发起的公益项目，一旦
与青基会合作，青基会都将视其
为特殊项目，专款专用，并采取
零管理费的模式进行管理。

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筹
款速度依然让包括新浪微博社会
责任总监贝晓超在内的参与者们
吃惊： 原本设定为两个月的筹款
目标，短短三天就超额完成。

开放的平台

上线 3 个月后，微公益平台
的力量开始逐渐爆发。 不久前，
在由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
研究中心举办的“企业的公益慈
善责任研讨会”上，贝晓超是受
到媒体提问最多的嘉宾。“微公
益平台究竟是什么？ ”“它有哪些
作用？ ”“这些，无一不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
而实际上，与微电影、微访谈

类似， 微公益同样是微博广场下
面的一个垂直平台。 如果你想奉
献爱心， 那么你可以选择平台上
的任何公益项目进行参与， 甚至
只是简单的转发来表示支持。 如
果你是一名求助者， 可以在这里
发布求助微博，并申请线下审核。
目前， 微公益的合作伙伴包括分
布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媒体和近
十家公益机构。核实结束后，由合
作伙伴在微公益平台发起项目，
正式进入网友参与救助阶段。

另外需要作出解释的是，针
对求助者的线下审核过程，由各
地的爱心团成员负责。

由于微公益平台还处于公
测中，求助只能由微公益平台的
合作伙伴帮助发起。 但有了薛蛮
子的先例，那些有爱心的社会知
名人士应该也具备了这样的发
起资质。 而贝晓超的设想则是，
随着后台的不断完善，微公益平

台将越来越开放，任何人都将有
资格发起公益项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
适合在微公益平台发起。“比如
大额的，动辄筹建一个学校一所
医院，这样的项目参与人数就很
少，另外煽情指数低或者说缺乏
故事性的项目成功率也不高。 ”
贝晓超表示。

而与此相反， 那些小额的、
故事性强的、尤其是倡导性的项
目则容易引起网友共鸣。 5 月 21
日由野生救援 WildAid 发起的
“拒吃鱼翅 万人签名活动”，截
止到记者截稿的 6 月 3 日，就已
经有 7 万 5 千余人参与。

目前，在新浪微博上注册的
类似“野生救援 WildAid”的公益
组织及项目有 1800 多个， 其中
基金会有四五百家。 更为重要的
是，使用公益版微博的公益组织
可以在后台获取数据并生成表
格，有多少次转发，多少人捐款，
全部一目了然。

一个紧急救助项目 3天筹款过百万元

微公益平台初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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