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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辉

企业校园捐赠

是公益捐助还是商业贿赂？
校服企业伊顿纪德在和杭

州地区的五所学校签订购买校
服合同时， 以补充协议形式约
定，企业拿出校服总金额 1%~2%
作为助学基金，用以对贫困学生
的资助，“具体分配情况由买受
方统一把握”。

根据这一补充协议， 及一些
相关细节： 助学基金因资金性质
的原因暂存放在学校指定的教师
私人账户， 截至发稿时尚存有部
分助学基金未能放到贫困学生手
里等，当地市场监管单位认定，企
业涉嫌不正当竞争， 而对其开出
10万元“商业贿赂”的罚单。

企业负责人觉得委屈， 并不
认可监管单位的结论， 认为其初
心和主观目的是为减免贫困生校
服款，是在做公益捐赠。企业的相
关人员也对《公益时报》表示，将
于近日正式提起行政复议。

有专家认为，对于企业的校
园捐赠行为是否以“商业贿赂”
的名义进行处理要慎重， 否则，
会挫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
捐赠的积极性。

这是国内首个因贫困生校园
捐助涉嫌不正当竞争而提请行政
复议的案例。 中标后以补充协议
形式约定贫困生校服款减免比
例， 应该被定性为商业贿赂还是
公益捐助，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监方：商业贿赂 6 万元

在 2012 至 2018 年期间，江
苏苏美达伊顿纪德品牌，通过公
开招投标方式，中标杭州当地的
18 所学校。

为了承担社会责任，也为了
符合国家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
见》（下称意见）中，对于贫困等
有需要的特殊儿童的校服费用
给予免除的规定，企业同步和其
中 5 所学校签订《补充协议》，公
开约定对贫困生校服费用以助
学基金的名义给予减免。

据企业了解到，这 5 所学校
贫困生人数比例一般在 1%~2%，
所以企业将货款总额的 1%~2%
直接减免，不予收取。 据当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调查数据
显示，六年间 5 所学校贫困助学
基金累计共 62133.25 元。 截至调
查完成，有 2 所学校的捐助流程
尚未全部完成。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上述 6
万多的款项全部认定为“商业贿
赂款”， 并对当事企业处以罚款
10 万元。

近日，《公益时报》记者看到
企业和其中一所学校签订的购
销合同的“补充协议”显示：出卖
方秉承文明助学理念，对于买受
方将给予购买校服具体总金额
的 2%作为助学基金， 具体情况
由买受方统一把握，在最终结算
时与买受方结清。

企业与其他学校所签订的
几份合同， 除了额度是 2%或者
是 1%的不同， 与企业的签约方
或者均是学校或家委会，补充协
议上皆盖有学校的公章。

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正
是主要依据这“补充协议”，证明
当事企业与相关学校约定给予
一定比例返点的事实。《公益时

报》从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出
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看到，
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这 1%~2%
的金额性质，是根据每个学校采
购校服交易金额的大小依据一
定比例形成，并不是一定意义上
的公益捐助，学校假借订购校服
的机会，行索取商业回扣之实。

企业：无关商业利益考量

在接到处罚通知后， 该企业
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函做出澄
清，强调其“校服捐助”目的是为
了“让每个孩子都能穿上校服”。

声明函指出：“贫困补助基金
和减免贫困生校服款，是我司在缺
乏校服行业捐助指导规范的情况
下，基于与学校及家委会的互信选
择的普惠式、便捷的执行方式。 虽
然捐助流程不规范，并给地方执法
单位造成了误解，但无关商业利益
考量，更不属于‘商业贿赂’。 ”

在当时减免贫困生校服款
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贫困生
校服费用减免为何采用约定一
定比例的的形式？ 企业相关人员
告诉《公益时报》，在当地采取这
种减免形式，主要因为企业不掌
握各学校贫困生情况，而学校也

无法预知新生中贫困生的数量，
一般会按照往年比例进行预估。
对于尚有款项并没有发到学生
手中的问题，该企业相关人员表
示：如果没有贫困生，这笔钱就
预留，用作往后校服定购过程中
需要减免的学生费用。

企业向《公益时报》提供了某
一个学校“校服款资助收支情况”
的详细的清单表格， 以及有受助
学生签字的数张“校服供应商受
助学校困难家庭学生明细单”，以
证明大部分学校的校服减免款已
经用于有困难的学生身上。

《公益时报》了解到，尽管不
少地方都鼓励中标的校服企业
对学校少数贫困生进行校服减
免，但是目前尚缺乏明确的制度
和规范引导。 各地采取的形式多
样，政府财政拨款、企业向政府
捐资、企业对学校捐赠等。 但在
四川、广东、河南出台的省级校
服管理制度中，都有鼓励校服采
购供应商按比例向学校贫困生
无偿提供校服的明确规定。

专家：最好和公益组织合作

据了解，从 2009 年成立到现
在， 伊顿纪德始终致力于教育、

公益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对
3052 所学校捐赠总件数超过 13
万件崭新的学生服。 其中对整个
浙江地区涉及的 7 个县市 11 所
村小免费捐赠校服。“教育公益，
我们一直在做。 ”企业相关人员
告诉《公益时报》。 同时，他强调，

“那 5 所学校所占商业利益极
小，不存在为了‘交易机会和竞
争优势’而去用所谓‘商业贿赂
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的竞争。 ”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
林律师认为，按照《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七条有关商业贿赂的规定，
经营者商业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谋
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 在实
践中，对于企业主观目的的认定，
需要综合考量，要注意厘清“校园
捐赠”和“商业贿赂”的区别边界，
做到“不误打、不放纵”。

他认为，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应
当充分考虑价值导向。在行政执法
实务领域，对不规范的校园捐助行
为，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进行适当
的规范和引导，防止将不能完全归
责于市场主体原因导致的不规范
校园捐赠行为，按照商业贿赂予以
打击和处理，以免挫伤企业界对校
园捐赠的积极性。

公益专栏作家和社会公共
政策评论家周健给《公益时报》
算了笔账：“6 年 5 所学校被减免
校服款共 6 万多元，平均每年每
所学校减免 2000 元。 要说行贿，
2000 元的数目比较小，不足以达
成某种目的，怎么会是行贿呢？

但同时，周健也认为，校服采
购的买受方涉及学校、家委会、地
方政府等， 而减免又涉及诸多受
助学生，实务形态复杂。要做好这
件事， 企业规范化与专业化的短
板都还需要补齐。“如果企业在本
次减免校服款事件中， 选择和一
家专业的公益组织进行合作，将
减免的校服款直接打入公益组织
账户中，同时，由公益组织对款项
的发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等，就
不会发生本次事情了。 ”他说。

记者得到的校服购销合同书及某校校服款资助收支表

� �“入学一年多了，学到了很
多汽车专业知识，还认识了很
多对所学专业有激情、对生活
有热情的朋友。 感谢东风给予
我的帮助。 ”说这番话时，陈飞
飞， 这个个子小小的男孩，脸
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陈飞飞今年 16 岁，湖北房
县均店镇人，就读于湖北东风
汽车技师学院，是东风公司房
县精准扶贫学生。 去年，在东
风公司的联系下，他和来自房
县 13 个乡镇的 78 名被帮扶学
生来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
院。其中 28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学生享受到“精准扶贫”政策，
学杂费全免。 陈飞飞是其中的

一员， 他学习的专业是汽车维
修。

陈飞飞家有四口人， 爸爸
患有高血压、脑梗塞等疾病，妈
妈有残疾，弟弟在上初中，一家
人的经济来源是爸爸在镇上打
零工。刚入学时，陈飞飞很不自
信。“学校有针对性地为孩子们
开设了心理疏导课程， 引导他
们多参加丰富的文体活动，慢
慢地， 他们的自信开始恢复
了！ ” 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
团委书记翁毅说。 不到一年时
间， 陈飞飞已经是学生会体育
部负责人了。 11 月初，他成功
组织了全校的拔河比赛，近期，
他还组织了社团纳新会。

尽管陈飞飞很节俭， 但每
个月的生活也需要 500 元左
右。 为了不给原本就贫困的家
庭增添负担，懂事的他周末会
去做些兼职，加上学校的助学
金，从去年秋季入学以来，他基
本上没向家里要过生活费。

和开朗大方的陈飞飞比起
来，同一个班的郭胜军就显得
腼腆内向许多，他俩都是去年
同一批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学生。 郭胜军来自房县土城，
家里 6 口人，父亲患有腰椎病、
胃病，妈妈一人需要照顾爷爷
奶奶和多病的父亲，姐姐在上
大学，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
妈妈在镇上做点零工。

在东风公司的帮扶下，郭
胜军很珍惜这次免费入学的
机会，他学习努力，还经常给
周围的同学答疑解惑。 同样，
他也参加了学校的小红帽志
愿者队伍，跟同学们一块做志
愿活动。 最近，他还成为了入
团积极分子。

“很感恩东风，在我没能考
上高中时，给我指了一条路，让
我有机会锻炼自己， 我会带着
感恩的心，用自己的努力，过上
好的生活。”陈飞飞和郭胜军都
表示， 毕业后他们希望用自己
学到的技能，服务于社会，回馈
东风给予他们的帮助。

（于俊如）

扶智一个孩子 脱贫一个家庭

� � 采访过程中 ， 孩子们的眼神里 ，
始终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
他们渴望摆脱贫困 ， 赢得幸福的未
来 。 响应国家 “扶贫必扶志 、扶智 ，让
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 ”号
召 ，东 风 公 司 以 “东 风 化 雨 、润 泽 四
方 ”的履责理念 ，率先垂范 ，由东风公
司驻房县扶贫工作队联合技校 、房县
政府扶贫办共同开展助学行动 ，扎实
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 让贫困地区的孩
子们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成为社会有
用之才 ，通过技能扶贫 、就业扶贫 ，通
过一个孩子就业 ， 让一个家庭脱贫 ，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为 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贡献东风力量 。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