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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捐赠百杰榜发布
慈善“她”力量正在崛起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2018 年 2 月 6 日，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深圳国际
公益学院在京联合发布“2017
年中国捐赠百杰榜”。 2017 年
《中国捐赠百杰榜》 上榜人数共
102 人（9 人并列第 94 位），其中
新上榜人数为 67 人，35 人为多
次上榜；百杰捐赠总额为 232.91
亿元人民币 （含承诺捐赠，下
同），何享健家族以捐赠 67.9 亿
元位列榜首，许家印、卢志强以
34 亿元、12.6 亿元位列第二和
第三。 其中，王健林、许家印、古
润金及杨国强家族连续 7 年荣
登中国捐赠百杰榜。

2017 年百杰捐赠体量亿元
以上占 39%， 创七年榜单新高；
其中年度捐赠总额亿元以上捐
赠人共 40 位， 比上年度增加 2
位， 捐赠 1 亿元的上榜人有 16
位；捐赠 10 亿元以上人共 6 位，
比上年度增加 1 位。

股权捐赠成为巨额捐赠重
要方式

股权捐赠已成为中国大额
捐赠甚至巨额捐赠的重要方式，
但其落地需要配套政策支持。
2011-2017 年的百杰上榜人，累
计已有 9 笔大额股权或股票捐
赠，其中有五年的百杰榜首善均
采用股权、股票捐赠方式。 因税

收政策、权利义务配置模式等问
题， 部分股权捐赠落地时间较
长，部分股权捐赠在国外设立慈
善信托。 何享健家族 2017 年 7
月宣布捐赠价值 1 亿元美的集
团股权设立慈善信托，该计划因
“税”问题尚未落实，正式落地之
前，其分红会直接捐赠到和的慈
善基金会；2014 年，马云、蔡崇信
宣布股权捐赠，2017 年 9 月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文件确认
其股票出售计划，用于普通财富
管理和履行慈善承诺；2015 年宣
布股权捐赠的何巧女， 于 2017
年 10 月在 IUCN 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会上宣布将鼎力支持全球
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对其 2015
年股捐善款的使用方向做了进
一步明确。

慈善“她”力量正在崛起

2017 年百杰上榜人中以家
族或夫妻名义捐赠共有 9 位，其
中前 10 位上榜人中有 3 位家族
或夫妻捐赠， 依次为何享健家
族、 杨国强家族以及刘强东、章
泽天夫妇。 2017 年百杰上榜人于
上世纪 50、60 年代出生的捐赠
者占比最大，未来慈善和家族传
承可做有效衔接。

2017 年中国捐赠百杰榜单
中有 12 位女性捐赠人上榜，慈

善“她”力量需要更多培育和系
统支持。 女性参与慈善有天然优
势， 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
有利于家族建设。 天强慈善基金
负责人、京东公益基金会荣誉理
事长章泽天为唯一一位上榜的
九零后； 荣华基金会发起人、荣
华集团董事长崔荣华为百杰中
排名最靠前的女性个人捐赠人，
以 1 亿元捐赠额并列排在榜单
第 25 位。

何巧女至少捐赠 15 亿元
美元，但未跻身榜单

2018 年 1 月，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凭借
一笔 15 亿美元的巨额捐赠成为
了媒体争相报道的主角，可谓是
2018 开年后的第一位公益热点
人物。

据了解，该笔捐赠发生在北
京时间 2017 年 10 月 14 日何巧
女受邀参加在摩纳哥举行的
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会议
期间。 当时， 她宣布将在 2017
年至 2024 年间通过北京巧女

公益基金会投入 100 亿人民币
（约 15 亿美元）， 以维护生物多
样性。 然而，何巧女并未应为这
样大一笔承诺捐赠跻身 2017 年
度捐赠百杰榜。

《公益时报》就此向榜单发
布方致电询问， 发布方表示，该
笔捐赠的承诺实际发生在 2015
年， 但当年并没有给出实际用
途。 此次实际上是为该笔捐赠明
确了实际去处，所以不再进行重
复统计。 对于何巧女及北京巧女
公益基金会历年的捐赠，《公益
时报》也做了详细统计（详见本
期 7 版报道）。

榜单发布人、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
长兼家族传承中心总监傅昌波
表示，通过对近 7 年中国捐赠百
杰捐赠情况的分析，可明显看到
大额捐赠渐成趋势，但中国的慈
善家们需要更多元化的捐赠方
式，慈善信托、股权捐赠将成为
重要的捐赠工具，国家如果有相
关配套政策支持，将有效促进大
额捐赠；慈善家开展慈善的方式
越来越专业化，追求更深远的社

会影响力和价值； 家族慈善、女
性慈善等将是未来大额捐赠推
动的重要方向。

百杰榜点评人、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国际公
益学院院长王振耀教授认为，财
富人群的家族传承、家族慈善是
中国未来十年的重要社会课题，
中国捐赠百杰为财富代际传承
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他表
示，持续发布“捐赠百杰榜”、组
织“全球善财领袖”（GPL） 培训
等， 就是希望引导财富向善，以
慈善为桥梁，帮助更多企业家转
型为“慈善家”，实现由富到贵的
升华；帮助中国财富人群实现有
序传承，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2017 年《中国捐赠百杰榜》
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连续发布的第七份榜单。 七年
来，《中国捐赠百杰榜》 累计有
504 人上榜，共有 98 位捐赠人上
榜 2 次以上， 累计捐赠 1464.91
亿元。 累计捐赠一亿元以上上榜
人共有 148 位，捐赠十亿元以上
上榜人共有 19 位。

� � 2017 年 7 月 25 日上午，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在佛山市顺德区公布 60 亿元慈善捐赠计划

《2017 中国捐赠百杰榜》前十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