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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29 个华人家族入选全球慈善家族百杰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 53100000500009693N

1992-11-23 业务主管单位 文化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花市枣苑 4 号楼 1710 室

67149987 互联网地址 无

王玉珍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62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647,545.70

本年度总支出 4,032,508.3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800,094.0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27,175.31

行政办公支出 111,272.4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1.7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39%

� � 本基金会（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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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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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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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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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0.00 1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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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3,844.22 27,610,358.03 流动负债 110,584.63 74,833.45

其中：货币资金 20,893,862.20 27,046,858.03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500,000.00 5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173,364.48 1,158,375.28 负债合计 110,584.63 74,833.45

净资产合计 27,516,624.07 29,193,899.86

资产总计 27,627,208.70 29,268,733.3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7,627,208.70 29,268,733.3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6,633,181.53 7,758,625.8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883,442.54 21,435,274.0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226,985.04 4,482,479.77 5,709,464.81

其中：捐赠收入 0.00 100,000.00 1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4,300,000.00 4,300,000.00

二、本年费用 663,328.64 3,368,860.38 4,032,189.02

（一）业务活动成本 384,019.56 3,416,074.46 3,800,094.02

（二）管理费用 278,475.90 0.00 278,475.90

（三）筹资费用 833.18 -47,214.08 -46,3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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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63,656.40 1,113,619.39 1,677,275.79

投资收益 1,173,684.43 0.00 1,173,684.4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6 年 6 月 21 日五、监事：赵振丰

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2016 年 12 月下旬， 深圳国
际公益学院家族慈善传承中心
在北京发布《全球慈善家族百杰
报告(2016)》。“全球慈善家族百
杰 (2016)”以全球范围内捐赠总
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家族为对象，
综合评估其捐赠情况、慈善事务
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家族成
员对慈善事务的参与度、 持续
性，以及其慈善活动对社会发展
和家族传承的影响力。

《报告》 由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公益研究中心副总监程芬发
布。《报告》显示，慈善家族百杰
来自五大洲的 23 个国家， 累计
捐赠额超过 3560 亿美元， 用这
些资金设立的公益信托、家族基
金会、服务机构、大学、智库等超
过 500 个， 这些机构分布于教
育、健康、文化艺术、科学研究、
可持续农业、环境保护、经济发
展、社会服务、国际关系等众多
领域， 不仅在提升公共利益、推
动社会进步方面作出了卓有成
效的贡献，也促进了慈善家族自
身的良性代际传承。

《报告》显示，家族百杰地域
分布总体上与财富分布密切相
关，93%的家族来自美洲、欧洲和
亚洲。

29 个华人家族入选

由于捐赠文化发达、信息公
开充分，美国和大中华区(含中国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 是慈善家族

占比最高的两个区域。 华人家族
达到 29 个，其中来自内地、香港
和台湾的分别为 15 个、6 个和 3
个。 另有 5 位是来自新加坡、加
拿大、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华
裔家庭。 与欧美等老牌家族相
比，华人家族尤其是中国内地的
慈善家族大部分由第一代创富
者掌舵，整体上处于财富积累阶
段，从事慈善活动的历史还比较
短。 所以，在捐赠体量、慈善专业
化程度、持续时间和社会影响力
等方面，距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
较大差距。

在近百年的时间内，100 个
家族累计捐赠额为 3560 亿美
元， 其中发生在 2000 年之后的
捐赠约 3000 亿美元(含承诺捐赠
1500 亿美元)。 其中，29 个华人家
族已捐赠的和承诺捐赠的金额
分别为 240 亿、210 亿美元，共占
名单总额的 13%。根据公开数据，
实际捐赠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华
人家族代表有王永庆、 李嘉诚、
霍英东、邵逸夫、曹德旺、马云等
人。 他们均建立了以父辈或本人
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或公益信托。

过半家族实现跨境捐赠

大多数百杰家族的创富版
图不分国界，其捐赠地域遍布全
球。 其中 20%的家族面向三个及
以上国家捐赠;超过一半的家族，
其捐赠或基金会的资助地域突
破了国境。 华人家族的境外捐赠

在近几年也明显增加，除了李嘉
诚、陈启宗、马云、陈一丹、牛根
生等慈善家重视国际化捐赠甚
至在海外设立家族基金会和信
托、 面向全球设计公益项目，曹
德旺、许荣茂、马化腾等人也在
其海外居住地或外国投资所在
地有捐赠行为。

华人家族偏爱教育、
扶贫和环保

慈善家族捐赠领域覆盖教
育、医疗、环境保护、文化艺术宗
教、体育、世界和平等近 30 个领
域。 比较发现，欧美家族捐赠主
要集中在教育、 文化艺术体育、
医疗研发、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
等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领域，而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华人家族的
捐赠集中于助学、扶贫救灾等保
障类项目。

近几年，中国有越来越多的
慈善家关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领域，但是直至 2015 年底，百杰
名单中的中国慈善家族无一将
科学研究列为首要捐赠领域。 程
芬希望前不久陈天桥宣布成立
10 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
的新闻，能带来中国慈善家捐助
科研的潮流。

家族百杰中， 家族慈善机
构超过 50 年历史的有 16 个，
在 1990 年之前就发起成立了
基金会的家族有 73 个。 其中洛
克菲勒是最突出的代表， 该家

族传承百年发起了 75 个慈善
机构，六代人均有所参与。 中国
人也开始主动通过慈善来传承
家族精神。 例如牛根生家族不
仅每个成员都负责不同领域的
慈善业务， 更是通过老牛基金
会、 老牛兄妹基金会等专业机
构打造“中国家族慈善第一品
牌”的社会形象。

“全球慈善家族百杰报告
(2016)” 研究数据及资料信息截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各国信
息公开规范各异、财富和捐赠数
据统计口径不一的背景下，对全
球范围内的慈善家族进行监测
并尝试用一个模型进行评估，是
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研究团队从

2015 年 11 月起开始采集数据、
设计评价模型，反复测算、来回
讨论，历时一年多才得以公布成
果。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
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傅昌波
表示，研发这一报告的目的，是
希望“观察全球、推动中国”，通
过对高净值人群及其家族成员
的慈善行为和影响进行观察、
评价、分析，揭示家族代际传承
的善因密码， 推动全球特别是
中国财富向善， 引领财富人群
把公益慈善作为家族传承的重
要内容。 报告所收集的慈善家
族相关资料也将陆续在学院官
网公布。

全球慈善家族百杰(2016)地域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