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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巧女的捐赠清单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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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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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
美国热门脱口秀节目《艾伦秀》
通过官方 Ins 发布何巧女 15 亿
美元捐赠信息之前，国内对该笔
捐赠确实知之甚少，而北京巧女
基金会官方网站所显示的关于
何巧女参与 ICUN 摩洛哥会议
的相关新闻中也只字未提该笔
巨额捐赠。

作为近些年活跃在中国乃
至世界公益领域的知名女性企
业家，关于何巧女的大额捐赠新
闻，其实经常见诸报端。 尤其是
在 2012 年 11 月何巧女捐资 500
万元设立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后，更可谓是捐赠不停歇、大额
不间断，但因其许多捐赠均非一
次性即刻捐赠，所以其每一笔捐
赠是否已经开始、进行到什么程
度，成了许多业内人士更为关心
的话题。 为了更全面了解何巧女
的历年公益捐赠情况，《公益时
报》搜集整理了其捐赠明细。

设立基金会前已频繁捐赠

通过捐赠图可以看到，在
2012 年 11 月设立北京巧女公益
基金会之前，何巧女已经屡屡进
行千万级别的大额捐赠，包括在
母校北京林业大学 60 年校庆时
捐赠 4000 万元、向北京大学捐赠
2000 万元、向家乡武义捐赠 2000
万元设立公益基金等，但在此期
间其捐赠较为分散。 而在 2012
年 11 月捐资 500 万元发起成立
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并以“保
护地球、保护大自然”为使命，立
志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自

然保护基金会之一后，何巧女在
公益领域的关注方向更加聚焦。

基金会 5 年支出 1 亿

作为由何巧女本人发起设立
的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该基金
会的善款均来自于何巧女本人捐
赠。我们查阅了自 2012年基金会
设立到 2016 年间的年检报告，捐
赠收入方面，从 2012 年的 500 万
到 2016 年的 4990 万， 何巧女向
基金会的捐赠可谓是逐年增加，
但每年的捐赠金额并不固定；在
基金会公益支出方面，从 2012 年
的 200 万到 2016 年的 4390 万，
基金会公益支出同样逐年增加，
且支出越来越聚焦在环境保护、
行业推动、生态论坛方面。

自 2012 年发起设立至 2016
年的 5年时间， 何巧女累计向基
金 会 捐 赠 金 额 为 1.16 亿 元
（1,16,107,538 元），而基金会 5 年
累 计 公 益 支 出 1.04 亿 元
（104,135,896 元）。 其中，2015 年
何巧女与比尔·盖茨、瑞·达理欧、
牛根生、 叶庆均作为联合发起人
发起设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何
巧女在 2015、2016 两年时间内向
该学院捐赠资金超过 2600万元。

2015 年承诺股捐市值缩
减过半

2015年 9月， 在第四届慈展
会上， 何巧女宣布将个人持有的
上市公司东方园林总计 7630 万
股股票通过减持变现的方式捐赠
给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而当时
正值东方园林因重大资产重组而
停盘， 停盘前每股报价 38.36元，
此笔捐赠金额也达到 29.26亿元；
而经过长达半年的停盘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复盘后，东方园林经
历 3 个跌停后于 12 月 9 日报收
每股 27.92元，该笔股票捐赠市值
相应缩减至 21.37亿元。

而在 2016 年 7 月 13 日，东
方园林发布公告称因证监会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行审核，采
取临时停盘，7 月 21 日复盘后，
东方园林股价由每股 25.83 元跌
至 12.33 元， 该笔股票捐赠市值

进一步缩减至 9.4 亿元。
而截至 2018 年 2 月 7 日，东

方园林股价报收每股 18.12元，目
前该笔捐赠金额为 13.82亿元。

2016年减持股票超 3000万

根据上市公司东方园林 2016
年年度报告显示， 何巧女在报告期
末持有上市公司股数 1,113,789,413
股， 其中限售股 892,871,422股，无
限售股 220,917,991股，持股比例达
41.6%。

而在该报告期内，何巧女共
减持 30,682,326 股， 但减持目的
目前尚不知晓。

根据 2016 年东方园林全年
股票价格走势， 此笔股票减持变
现后的金额在 3.5 亿元至 7.9 亿
元之间， 但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2016 年全年捐赠收入仅为 4990
万元，并未有过亿捐赠直接进账。

另根据上市公司东方园林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何巧
女在该报告期内持股数仍为
1,113,789,413 股， 无限售股为
278,447,353 股，报告期内何巧女

本人并未进行减持。

三年承诺捐赠金额超 180亿

自 2015 年宣布减持并捐赠
7630万股上市公司东方园林股票
开始， 何巧女在 3 年时间几乎每
年均有过 10 亿的大额承诺捐赠，
且一年更比一年高；3年时间累积
承诺捐赠金额或已超 180亿元：

1、2015 年 9 月，何巧女承诺
将通过减持股票方式，将个人持
有的上市公司东方园林 7630 万
股票捐赠给基金会，目前该部分
股票市值为 13.82 亿元。

2、2016年 8月宣布，将在未来
5 至 8 年内向阿拉善 SEE 基金会
捐赠 1亿元用于支持后者“任鸟
飞”专项基金，目前项目执行到第
三年，累计拨付资金 1500万元。

3、2016 年 11 月联合国摩洛
哥气候大会现场，何巧女宣布将
由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投入 10
亿美元（折合 68 亿元人民币），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将
投入 1500 万美元（约 1 亿元人民
币）成立种子基金，支持气候变

化和应对可持续发展，这也被外
界称为是巴黎协定生效后第一
支专注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民间
公益投入。

4、2017 年，何巧女宣布与中
国企业家木兰汇共同发起“木兰
公益联盟”， 并承诺捐赠 3 亿元
扶持女性创业。

5、2017 年 10 月， 何巧女在
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会议上
宣布，将通过北京巧女公益基金
会在未来 7 年时间里累计投入
100 亿元人民币（约 15 亿美元），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 与此同时，
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与全球最
大的大猫保护组织 Panthera 签署
合作，承诺先期投入 2000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1.33 亿元） 在全球
建立 10 片大猫种群保护地。

短短 3 时间，何巧女所承诺
捐赠的金额已经超过 180 亿元，
而根据《2017 胡润女企业家榜》，
何巧女以 265 亿元人民币位列
榜单第 11 位， 其承诺捐赠金额
已达其个人总资产的 70%。

《公益时报》将密切关注大
额捐赠的后续执行情况。

� � 2017年 10月，何巧女在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会议上宣布将通过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投入 100亿元
人民币用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她也因此成为 IUCN“自然守护者”，这是对公益环保人士最高级别的国际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