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你怎么看待高校用自主招
生名额等教育资源回馈社会
大额社会捐赠的行为？
A、不赞成，这是不公平的体
现， 无视高考制度的公平准
绳， 也会促使滋生腐败等问
题。 62.8%
B、赞成，在不违背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可以拿出适当资源
来回馈社会，这有助于学校提
升办学条件。 22.53%
C、中立，捐赠、回馈都是正常
的，期待相关制度规范的建立
健全，形成良性机制。 14.67%

2. 你认为学校用怎样的方式
鼓励和回馈社会大额捐赠最
妥当？
A、 荣誉表彰等精神鼓励。
23.77%
B、学校内设立纪念墙、教学
楼命名等纪念方式。 54.37%
C、提供招生指标或对入学条
件适当放宽等教育资源倾斜。
17.8%
D、其他。 4.06%

3. 你怎么看待大额社会捐赠
对当前国内高校的价值和作
用？
A、 为学校增添了硬件设施、
改善环境。 29.02%
B、为学生发放奖学金，平衡
教育资源。 22.93%
C、联接知名校友、拓展社会
资源的方式。 8.64%
D、不好说，不排除有些学校
存在违规、 敛财等贪腐现象。
39.41%

超六成网友反对高校
用入学指标回馈大额捐赠

眼下，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
季，有关高校“点招”的话题成为
舆论热点。

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
“点招”， 但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
少量机动招生名额， 对教职工子
女、“校董” 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
政策。 据新华社 6 月 9 日消息，一
企业主称，他是某知名高校的“校
董”， 每年向这所高校捐 100 万，
作为“回报”，每年学校招生时就
会给一个“点招”指标。 这个名额
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
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
官员。

以入学指标回馈大额捐赠现
象的存在， 一方面显示出高校对
资金的渴求， 另一方面也给高校
捐赠蒙上了一层阴影。 作为公办
高校， 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
财政拨款， 公平的原则必须得到
严格执行。 与此同时， 发展的冲
动， 又往往造成高校对资金的强
烈需求， 社会捐赠便成为一种补
充。 这种情况下，在通过学校自己
的基金会吸收了大量捐赠的同
时， 高校基金会的身份却变得模
糊不清。 连带着“捐赠”这一行为
也出现了“点招”这种变形。 长期
看，无论是对高校，还是高校基金

会来说都是存在问题的。 如何规
范化高校与捐赠、 高校基金会与
公益之间的关系亟需得到重视。

《公益时报》与新浪公益、凤
凰公益、 问卷网共同推出益调查
“你怎么看待高校用自主招生名
额等教育资源回馈社会大额社会
捐赠的行为？ ”。 本次调查时间从
6 月 11 日 10：00 截至 6 月 16 日
10:00， 共有 9754 位网友参与调
查。 调查结果显示，62.8%选择“不
赞成，这是不公平的体现，无视高
考制度的公平准绳， 也会促使滋
生腐败等问题”；22.53%的网友则
表示“赞成，在不违背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 可以拿出适当资源来回
馈社会， 这有助于学校提升办学
条件”。

专家的看法则更加理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此
前曾表示， 在国外大学发展社会
捐赠时， 也曾出现利益交换和影
响学校声誉的问题，比如，一些私
立学校拿出一定的招生名额给捐
赠者， 还有就是回报给捐赠者冠
名，这也都在国外引发争议。 像私
立大学拿出一定名额给捐赠者，
虽然师出有名，是私立大学，且操
作公开、明确具体标准、同时不影
响教育质量、对所有学生实行“严

出”要求，而且所得经费全部用于
办学等，但也遭到舆论质疑，如今
私立大学在这方面的操作已经大
为减少。 至于捐赠回报冠名之类，
则通过学校的现代大学治理方
式，进行妥善解决，学校董事会(或
理事会)会就捐赠资金来源、捐赠
冠名的地点、时间、捐赠资金使用
事先听取教师、学生意见，得到同
意后方接受。

调查中，在“你认为学校用怎
样的方式鼓励和回馈社会大额捐
赠最妥当？ ”一项中，“学校内设立
纪念墙、教学楼命名等纪念方式”
受到 54.37%的网友支持；“荣誉表
彰等精神鼓励”和“提供招生指标
或对入学条件适当放宽等教育资
源倾斜”两个选项也有人赞同，分
别是 23.77%和 17.8%。

对此，熊丙奇认为，只要建立
明确的制度规范， 大学是可以在
不进行利益交换和不伤害学校办
学质量、 办学声誉的情况下拓展
办学资源的。 对于社会捐赠者，大
学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回报， 而是
可以回报给捐赠者荣誉， 尤其重
要的是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让所
有捐赠者从中获得更大的捐赠价
值， 同时也直接服务于捐赠者自
身的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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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冰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1、济困、扶贫，2、赈灾，3、助医、助学、助教，4、助残、助孤，5、帮助社会上其他需关爱的人士，支持公益
事业的发展。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61 号

2009-06-15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18 号招商局大厦 5 楼

56529850 互联网地址 www.cmcf.org.cn

胡政 原始基金数额 5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49,620,835.29

本年度总支出 45,817,342.9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4,832,945.9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26,979.32

行政办公支出 855,536.5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90.3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14%

� � 本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50,460,421.57 0.00 50,460,421.57

47,460,421.57 0.00 47,460,421.57

440,221.57 0.00 440,221.57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49,590,376.33 55,500,052.74 流动负债 7,479.44 50,616.09

其中：货币资金 48,558,653.33 55,076,832.7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7,938.40 40,993.94 负债合计 7,479.44 50,616.09

净资产合计 49,620,835.29 55,490,430.59

资产总计 49,628,314.73 55,541,046.6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9,628,314.73 55,541,046.6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28,068.87 568,290.4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9,192,766.42 54,922,140.1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1,246,716.67 440,221.57 51,686,938.24

其中：捐赠收入 50,020,200.00 440,221.57 50,460,421.57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5,817,342.94 0.00 45,817,342.94

（一）业务活动成本 44,832,945.96 0.00 44,832,945.96

（二）管理费用 982,515.88 0.00 982,515.88

（三）筹资费用 1,881.10 0.00 1,881.1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300,000.00 -300,0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729,373.73 140,221.57 5,869,595.3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吴振勤,王春阁

截至 6 月 16 日 10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