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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顿家族：本地化、成员化的家族慈善
世界上很多大家族热衷于

慈善，而对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家
族之一———沃尔顿家族而言，他
们的慈善与早期的洛克菲勒、福
特、卡耐基等工业家族专注政治
话语权的模式不同，也与盖茨基
金会的国际化路线有所差异，他
们的慈善公益更加本地化，更加
家庭成员化。

1918 年， 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的
一个小镇上，从此与阿肯色州结
下了缘：家族后续的主要活动都
集中在阿肯色州。 1940 年，山姆
通过给别人打工开始了自己的
零售事业。到 1945 年，结束了兵
役的山姆回到故乡和妻子海伦
（Helen Walton）租了几间房子开
了一家“五毛店”，专卖 5~10 美
分的商品。

由于山姆待人和善，附近的
住户都愿意到他店里来买东西。
1950 年，山姆夫妇以投资额两倍
的价钱卖掉了小店，迁居到阿肯
色州的本顿维尔，并在那里开办
了一家新店。 新商店虽然算是
本·富兰克林连锁店的加盟店，
但沃尔顿夫妇用家庭的姓氏给
它取了名：沃尔顿家庭商店。 到
了 1962 年， 他们的名下已经有
15 家百货店。

同年，山姆和他的弟弟巴德
（Bud Walton） 终于在阿肯色州
的罗杰斯城开设了第一家完全
属于他们自己的商店———沃尔
玛： 姓氏 Walton 与市场 Market
的合成词。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
球上的诸多城市都能看到的沃
尔玛超市。 到 1992 年去世的时
候， 山姆·沃尔顿积聚起了美国
最大的一份家产———沃尔玛的
分店网络扩大到 1735 家， 年营
业额达 438 亿美元。 只用了 40
年时间，沃尔玛从一家无名小店
成长为全球第一的连锁超市。

沃尔顿家族基金会

沃尔顿家族参与并推动慈
善事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起
初山姆·沃尔顿正致力于发展公
司的事业，尚未积累足够的财富
进行大额捐赠。 他最初的慈善举
动都是逐步进行的，先后推出了
美国中部奖学金计划（Central
American Scholarship Program）、
针对沃尔玛员工的沃尔顿奖学
金计划 （Walton Scholars Pro－
gram）等等。 山姆·沃尔顿选择了

“教育” 作为其他主要的慈善捐
赠方向，这也影响了其后代。

后来， 沃尔顿家族逐步进
入了慈善机构的制度化阶段。
1987 年山姆·沃尔顿和妻子海
伦·沃尔顿设立了沃尔顿家族基
金 会 （Walton Family Founda－
tion），该基金会的理事会仅由家
族成员组成。 现任理事会主席是
Carrie Walton Penner，她是家族
第三代成员，而她的丈夫，则是

近年来刚接班家族企业并担任
沃尔玛集团的董事会主席的
Greg Penner。沃尔顿家族基金会
理事会的其他四位成员，都带着
鲜明的特点：都是带着沃尔顿这
个姓氏。

根据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
公开信息，沃尔顿家族基金会的
三大目标包括教育改革、改善环
境、振兴阿肯色地区。 该基金会
不断努力为学生与家庭增加教
育机会，赋予其选择权。 自 1992
年以来，在中小学教育领域投入
了超过 13 亿美元。 基金会还重
点支持两个重要环境保护项目，
即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恢复
海洋环境，以及保持河流和淡水
质量和可用性。 该基金会还致力
于对提高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
三角洲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方
案和措施进行资助。

组织机构。 沃尔顿家族基金
会的组织机构包括理事会、管理
层和工作人员。 沃尔顿家族基金
会管理层负责基金会的运营，与
基金会一般工作人员、受赠人和
其他组织伙伴一同进行日常的
慈善工作。 65 名工作人员分散在
四个办事处，在本顿维尔总部的
大约有一半，其余在丹佛、华盛
顿特区、新泽西州的办公室（或
在沃尔顿家族基金会外独立工
作）。

与盖茨基金会不同的是，沃
尔顿家族基金会还是一个地方
或者至少是一个本国化色彩较
浓的基金会，一直在家族所在地
进行回馈当地的活动。

资金运作。 据统计，沃尔顿
家族成员和沃尔顿家族企业合
计仅占沃尔顿家族基金会捐款
的 1.2%，基金会的主要来源是信
托。 这也是沃尔顿家族成员被诟
病的地方，这导致出现了“年轻
的继承人们有自己的捐赠观”这
样的媒体报道。

低调的另类基金会

除了沃尔顿家族基金会，沃
尔顿家族还有一个更加神秘的
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没有官方网
站，鲜有公开报道，也不对外募
集资金，这就是“沃尔顿家族慈
善支持基金会”（Walton Family
Charitable Support Foundation）。

关于这个基金会的报道很
少，坊间对其的了解，主要来自
该基金会在税务机关的备案信
息。 通过这些备案信息，我们了
解到早在 2008 年其持有的资产
规模就达到 7000 多万美元，在
2009 年与 2011 年， 该基金会分
别收到了沃尔顿家族基金会的
巨额支持， 使得资产规模接近 4
亿美元。

该基金会的设立，主要是用
于阿肯色州的高等教育这一公
益慈善目的，这是创始人山姆为
家族慈善所确定的大方向。 与沃

尔顿家族基金会不同，这个基金
会的理事会中，只有一名来自带
着沃尔顿姓氏的成员，其他成员
都是来自阿肯色州的名人，例如
该州的参议员、退休的大学校长
等。 这个基金会于 2002 年向阿
肯色州立大学捐款 3 亿美元，创
造了该州在教育类捐赠的历史
记录。

设立两个基金会决然不是
偶然冲动的想法。 沃尔顿家族基
金会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者，是家
族税收筹划的主要载体，因此家
族绝对控制。 而从沃尔顿家族慈
善支持基金会的管理层角度看，
他们充分吸收了当地的其他资
源，并且主要的活动也在回馈阿
肯色州当地的高等教育。 两个基
金会有着明确的“分工”。

沃尔玛基金会

沃 尔 玛 基 金 会（Walmart
Foundation）设立于 1979 年，是一
个典型的“企业支持型”的基金
会。 该基金会的设立早于沃尔顿
家族带着家族色彩的基金会。
2016 年，沃尔玛公司及沃尔玛基
金会在世界各地所做的现金及
实物捐赠达到 14 亿美元， 属于
一个非常活跃的企业支持型基
金会。

沃尔玛基金会三大核心支
柱是关注就业机会、 可持续发
展、社区三个领域。 尤其出色的
是就业机会方面。 沃尔玛基金会
关注女性，自女工项目成立以来，
沃尔玛基金会已经为超过 76200
位女性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培训，
涉及范围涵盖亚洲与美洲。 沃尔
玛基金会还关注退伍军人，2011
年沃尔玛基金会承诺投入 2000
万美元支持退伍军人的劳动培训
和再教育。 通过与其他专业组织
如雪城大学的退伍军人与现役军
人家庭支持机构 （Institutes for
Veterans and Military Families at
Syracuse University）合作，为退伍
军人进行工作培训和为教育提
供配套服务。 借退伍军人节的契

机，沃尔玛还向全国倡议欢迎退
伍军人回归日常生活。

沃尔玛公司的全球性捐赠
主要是通过沃尔玛基金会进行
的。 沃尔玛基金会有一个独立于
公司的理事会，该理事会主要由
沃尔玛高层管理人员组成。 沃尔
玛的企业捐赠和沃尔玛基金的
拨款由一组沃尔玛员工团队负
责。 沃尔玛的首席可持续发展总
监同时也担任沃尔玛基金会的
总裁，对负责慈善事业的团队进
行监督，并且向负责监督沃尔玛
企业慈善的部门及沃尔玛基金
会董事会汇报。

沃尔玛基金会被认为是大
公司慈善的成功典范。 沃尔玛公
司赋予了基金会三个核心的功
能：（1） 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2） 享受特定的税收筹划利益；
（3）助力企业的发展，包括在企
业声誉方面，也包括在人力资源
方面。

沃尔顿家族现在依然是沃
尔玛公司的控股股东，家族成员
持有了接近 50%的公司股权。 但
是沃尔顿家族是非常罕见地同
时设立家族基金会与家族企业
基金会的家族，并且更难得的是
同时保持了两个基金会的活跃。

沃尔顿家族财富传承启示

沃尔顿家族成员的个人资
产， 还远远达不到首富级别，但
是作为家族，则算得上是世界上
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并且到了第
三代，不仅依然控制着超大的家
族企业， 还保留着巨额的财富。
在有着遗产税的美国，其实并不
容易。 沃尔顿家族，从山姆夫妇
开始， 对家族财富的传承的安
排，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学习与借
鉴的。

第一，提前规划。 山姆夫妇
在沃尔玛还远算不上大公司的
时候，通过设立股权信托提前将
四个子女的利益（各自对应沃尔
玛公司 20%的股权） 赋予子女，
避免了巨额的遗产税。 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远见。 同样，儿子约翰·
沃尔顿因为很早做了遗嘱等安
排， 在其因意外身故的时候，提
前安排的规划，也避免了直接继
承而产生的巨额遗产税。

第二，善用信托。 信托具有
相当的灵活性， 具有递延分配、
长期分配的功能，并且能够结合
慈善安排。 虽然我们现行立法框
架下，暂无遗产税与赠与税这样
针对传承的税种，但是信托的递
延、长期分配功能并不受任何影
响。 个性化的信托安排，是传承
的必选工具之一。 虽然由于隐私
的问题，沃尔顿家族各项信托涉
及的具体细节披露得非常有限，
但可以确定的是，整个家族使用
了超过 20 个信托架构。

第三，解放子女。 沃尔顿家
族并未将子女后代“捆绑”于家
族与家族企业之上。 主要有三个
表现：

（1）由第三代的孙女婿来接
班，而不是强行将家族直系成员
安排在沃尔玛中，体现了家族企
业治理的价值观。

（2）通过信托保留足够的资
产来资助慈善基金会的运营，使
得子女不需要将自己继承所得
或者个人经营所得继续投入家
族慈善基金会，不会给子女造成
负担。

（3） 通过设立两个基金会，
其中负责“筹钱”的基金会由家
族成员控制，而另外一个实施慈
善项目的基金会则聘请外界力
量，由此减轻了家族成员管理慈
善的压力。

第四，善用家族基金会。 基
金会不仅因慈善公益用途而能
获得特定的税收筹划功能，更能
用于增加家族的公共影响力，成
为家族成员高端社交的重要工
具。 家族基金会的控制权在家族
成员手中，因此只要是符合慈善
公益目的的项目活动，家族成员
完全可以以基金会的资金来开
展。

第五，即使是家族控股的企
业，也将家族慈善与企业慈善分
得很清晰。 家族慈善的目的，是
提供家族的影响力，并且慈善项
目更受“主政”基金会的家庭成
员的影响。 之所以不用家族企业
来“资助”家族基金会，主要的原
因有二：其一，存在着利益输送
的嫌疑，对其他非家族成员的股
东不公平；其次，慈善是长期的
项目， 而家族企业很可能亏损、
衰落，甚至出售给其他人，因此
不能完全依靠家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沃尔
顿家族的慈善，与早期的洛克菲
勒、福特、卡耐基等工业家族专
注政治话语权的模式走了一条
不同的道路，与盖茨基金会的国
际化路线也有所不同，他们的慈
善公益更加本地化，更加家庭成
员化。

（据《家族企业》）

� � 沃尔顿家族财富的其中两位继承人吉姆·沃尔顿 （右） 和爱丽
丝·沃尔顿（左）兄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