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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2017年度慈善家平均捐赠 4423万元
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榜

入榜慈善家共 172 位，合计捐赠
76.0817 亿元。

与第十四届（2017）中国慈善
家榜的 201 位、74.12 亿元相比，
入榜慈善家数量有所下降，但捐
赠额不降反升， 平均捐赠额由
3687 万元增长到 4423 万元，捐
赠力度进一步加强。

高等教育屡现亿元捐赠

中国慈善榜自创立以来，一
直以 100 万元年度捐赠额为数
据收录门槛，但从历年统计的数

据来看，大多数入榜慈善家的捐
赠都超过了 100 万元，上千万的
比比皆是，近年来更是不断向亿
元挺进。

本届榜单中年度捐赠额在 1
亿元以上的有 24 位， 合计捐赠
61.7184 亿元， 占总捐赠额的
81.12%。

仔细观察这些亿元以上的
捐赠，可以看到其主要投向的领
域是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而
且多是单笔一次性捐赠过亿元。
如马云在 2017 年就向浙江大学
教育基金会捐赠了 3 亿元，向纽
卡斯尔大学捐赠 2000 万美元。

中国人民大学则获得了京东刘
强东和高瓴资本张磊各 3 亿元
的捐赠。

从整个榜单来看，高等教育
之外，慈善家的捐赠投向呈现多
样化趋势。 不仅传统的医疗卫
生、扶贫攻坚、救灾救援受到青
睐，文化艺术领域也开始获得大
笔捐赠支持。

房地产行业依然坚挺

从慈善家所属的行业来
看， 房地产行业依然是最强势
的，共有 26 位入榜的企业家主

业是房地产，2017 年度捐赠了
22.9375 亿元， 占总捐赠额的
30.14%。 他们来自北京、福建、
上海、香港、广东、海南、安徽、
云南、天津、山东、贵州、重庆、
辽宁等多个省份， 显示出房地
产行业在我国各地依然是支柱
产业， 且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慈
善捐赠。

仅次于房地产的是互联网、
IT 行业，共有 13 位慈善家入榜，
贡献了 14.5186 亿元的捐赠。 除
此之外，还有来自能源、金融投
资、文化艺术、通信、商贸、农业、
教育、建筑、纺织服装、电器等多

个行业的慈善家上榜。

北京、福建、浙江三足鼎立

从地域来看， 北京依然是
慈善家集中的地方，共有 25 位
入榜，捐赠了 23.6763 亿元。 排
第二的是福建，共有 19 位慈善
家，捐赠了 11.3366 亿元。 再次
是浙江，共 10 位慈善家，捐赠
了 9.4450 亿元。 通常大家印象
中排名靠前的广东， 从捐赠额
上来说本届排在了第四位，共
15 位慈善家，捐赠了 8.7832 亿
元。

2018中国慈善家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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