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5 月 3 日，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赠设立“浙江大学教育
基金会遂真教育发展基金”，将持续 10 年共计捐赠 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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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1 日，以体育
运动为主要载体的公益平台

“益起”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正式发布。 据主办方介
绍，“益起”APP 由中华全国体
育基金会作为主体打造。 在这
个平台上，跑者用户可以捐赠跑
步里程，社会爱心企业根据用户
所捐赠里程配捐相应的款物。

据主办方介绍，“益起”的
公益项目将主要投放于体育
公益领域，积极投身与聚焦跑
步运动、全民健身、关注弱势
群体等有关的公益活动，目前
确立的公益方向主要是对马
拉松爱好者的健康跑公益培

训、为农村留守儿童捐赠运动
鞋、招募和选派体育教师志愿
者、为特教儿童提供体育公益
培训等。

活动现场就实施了首个助
捐项目“奔跑吧，少年”活动，与
会者通过 2.5 公里公益跑，共同
完成了该项目， 从而为石家庄
市灵寿县陈庄小学学生们募集
了 50 双跑鞋。

“益起”平台还设有募集公
益项目的窗口， 每个平台用户
都可以提供自己身边的受资助
对象线索，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
会将对公益线索进行评估，一
旦选定将付诸实施， 并对提供

公益线索的爱心人士予以奖
励。

主办方强调，“益起” 公益
项目的执行工作将由中华全国
体育基金会或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选择的第三方担任，
具体负责公益项目执行到位，
确保公益善款全部用于受资助
对象。

此外， 为了充分发挥每一
位公益捐助者的监督职能，“益
起” 还将组织 APP 应用的跑者
用户代表亲身参与到落地活动
中去， 亲眼见证公益善款物资
是如何落实的， 让跑者更有参
与感和责任感。 （王勇）

近日， 浙江大学获 11 亿元
捐赠，成为国内高校获赠的最大
单笔捐款，资金如何使用引发大
众关注。 校方表示，捐赠资金将
用于成立研究中心，来支持学校
人才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 昨
日， 记者随机查询国内 20 所高
校基金会官网发现， 在获捐收
入、 支出及明细的信息公开上，
这些高校的做法并不统一。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 民政
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
见》， 基金会在通过登记管理机
关年度检查后，要将年度工作报
告在指定的媒体及基金会网站
上公布。

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重视
校友和社会捐赠是正确的办学
战略。 但是，校友捐赠和社会捐
赠经常引发争议，原因就在于捐
赠不公开、不透明。

资金将用于成立研究中心

2017年 5月 21日，浙江大学
将迎来建校 120 周年。 而自 5 月
以来，浙大的话题热度一直不减。

5 月 4 日， 浙江大学官方微
信公众号推出一篇名为《获捐 11
亿，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遂真教
育发展基金成立》文章，文中写
道，由浙大校友成立的上海遂真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5 月 3 日
捐赠成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遂真教育发展基金”， 向母校浙
大共计捐赠 11 亿元。

有媒体指出， 浙大此次获
捐，打破了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熊
新翔创造的向母校捐款 10.3 亿
的纪录，成为国内高校获赠的最
大单笔捐款。

至于获捐资金如何使用，浙
江大学方面表示，资金将用于成
立“浙江大学遂真产业与金融研
究中心”， 支持浙江大学人才队
伍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
国际交流合作等。

将每年公布一次资金使用情况

但有网友对这笔款项的具

体使用及监管提出疑问。 对此，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部部
长徐函英表示，浙江大学教育基
金会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每
年 3 月 31 日前都会向民政部报
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接受年
度检查。 其中，就包含接受捐赠
的收入及支出使用情况。

至于年度工作报告中的数
据，是否会与实际获捐及使用情
况存在出入， 徐函英解释道，这
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对于每
笔收入和支出，财务部在核算时
都会跟银行对账，而且民政部在
年检时也会有提交清单的要
求。 ”

此外，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副秘书长顾玉林回应记者称，11
亿元并非一次性付清，而是将持
续 10 年向母校浙大捐赠。“他们
都是浙大的校友，考虑到即将校
庆，就首期先捐赠 1200 万元。 ”
至于后期款项及具体落实时间，
顾玉林表示“还要看他们的经营
收益情况”。

11亿“分期付款”是否炒作？

艾瑞深研究院是国内一家
第三方大学评价咨询机构，其院
长赵德国向记者表示，浙大此举
有刷指标的嫌疑。 他介绍，此前
媒体报道，2015 年复旦大学校友
向学校整体捐赠 7 亿元，创下复
旦大学校友单笔及累计捐赠金
额的纪录。 2016 年 9 月，电子科
技大学获校友捐赠 10.3 亿元，设
立“博恩教育发展基金”，再次创
造了高校单笔捐赠的新纪录。

“浙大这次获捐 11 亿并不
是一次性付清，首期捐款也只有
1200 万，不排除浙大在刷纪录。 ”
赵德国说，近年来全国高校形成
了你追我赶、 捐资助学的态势，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总额、单笔捐
赠金额及校友个人捐赠金额的
多项纪录屡被刷新。

他认为，校友捐赠作为高校
社会捐赠的组成部分，是对一所
大学教书育人水平、 校园文化、
德育教育和校友工作成效的重
要检验。 尤其对于欧美世界一流

大学来说，是彰显其办学实力与
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对外公
布所获校友捐赠的金额更多的
是出于一种宣传目的。 ”

面对质疑，浙江大学教育基
金会副秘书长顾玉林回应记者
称，此次接受上海遂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捐赠，实际上是对校友
捐赠模式的一种可持续性新探
索。 至于未来 10 年中，剩下的资
金何时到账以及每次到账的具
体数额，顾玉林也承认“数字还
不确定，具体还要看他们公司的
经营收益情况”。

那 10 年后 11 亿捐赠能否全
部到账？ 顾玉林表示：“他们公司
目前预计有 120 亿元的投资基
金用来经营，而且我们跟他签有
协议。 ”

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渊此前在捐赠仪式
上表示，捐赠目的是通过平台的
市场化运作，以有效、可持续的
方式反哺母校。 本次合作尝试以
学校、校友为依托，以金融、产业
为助力，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 力求实现多方共
赢。

如何确保捐赠资金有效利用？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校方
应向师生公开， 接受师生监督，
才能确保捐赠资金利用到位，同
时避免以捐赠为名形成的利益
勾连。

熊丙奇表示，此次捐赠是分
10 年捐出 11 亿， 和一次性捐赠
11 亿是不同的。我国经常出现一
种问题，签约宣布捐赠起到宣传
效应后， 后续的捐赠被捐赠方

“食言”。 学校有何机制确保这些
捐赠都到位？ 值得注意的是，捐
赠校友企业上海遂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刚于 2015 年发起成
立，其用于捐赠的费用，来自于
基金收益，按其预计是，120 亿投
资基金， 每年收益 10%。 这显然
是很乐观的预期，“万一没有这
么多收益呢？ 拿什么来捐赠？ ”

在熊丙奇看来，重视校友和
社会捐赠是正确的办学战略，但

是，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经常引
发争议， 原因就在于捐赠不公
开、不透明，捐赠模式不清楚。 大
家担心搞假捐赠，捐赠方干预学
校办学，捐赠资金被浪费，或者

把本属于商业合作的项目“披
上”捐赠的外衣，这就没有发挥
捐赠的作用， 反而影响学校声
誉， 对拓展校友和社会捐赠不
利。 （据《新京报》）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益起”平台发布 开启体育公益新模式

浙大获捐 11 亿 如何使用引关注

� � 2014 年 9 月 18 日，《教育部
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加强中央
部门所属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
管理的若干意见》 显示， 每年 3
月 31 日前， 高等学校教育基金
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
年度工作报告， 接受年度检查；
通过登记管理机关年度检查后，
要将年度工作报告在指定的媒
体及基金会网站上公布。

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
条例 》规定 ，年度工作报告应当
包括 ：财务会计报告 、注册会计
师审计报告 ，开展募捐 、接受捐
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
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

记者随机查询 20 所高校的
教育基金会官网发现，有 14 个基
金会按规定公布了年报， 详细记
录了本年度接受捐赠的金额总
数、捐赠人姓名以及支出情况。

湖北工程学院教育发展基
金会 、 贵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长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长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广东

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这六所学校存在年报缺
失或捐款收支信息不完整的情
况。

贵州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并
未公布年报，或缺失详细的捐款
收、支情况。 在贵州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官网上，记者并未搜索
到年度工作报告；长春理工大学
教育基金会 ，仅在官网 “校友贡
献” 一栏列出了 11 笔校友捐赠
款，但捐赠款的使用情况和年度
工作报告， 该网站并未显示；长
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仅在官网公
示了支出明细。

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仅仅公布了 2013 年度的年
报。 对此，该基金会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网站正在改版”。 而长
春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工作
人员则表示，有部分捐赠人不便
透露身份 ，因此 ，网站上并未展
示出详细的年报，但该工作人员
表示，如果捐赠人想了解捐款去
向，基金会方面可以提供。

（据《新京报》）

20 所学校基金会官网 6 所无明细
链接

奔跑吧少年项目起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