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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2018企业家巨额捐赠流向何方？ （三）
� � 本报此前曾对 2018 年企业
家的巨额捐赠（捐赠金额亿元以
上）进行了梳理，先后发布两期
报道，此为该系列第三篇。

除了比较火热的高等教育、
扶贫助困、 医疗卫生等领域，在
线教育、美丽乡村建设、环境保
护、社区建设等也是企业家群体
非常关心的话题。 为此，不少企
业家也曾一次或多次进行捐赠，
同时呼吁更多社会人士参与并
关注，扩展公益慈善视野。

除上述特点外， 记者还发
现，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大额
捐赠都逐渐呈现出更加理性、更
注重可持续性、捐赠对象更加精
准、 捐赠方式更加灵活等特点，
而这也符合公众所期望和认可
的“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

《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曾
在 2018 中国公益年会致辞中
谈道：“我们希望从企业家精神
的时代变迁和商业创新典范中
得到启示和借鉴， 摸索出时下
驱动社会创新所需的精神特
质；我们更希望企业家群体，将
企业家精神发扬至社会治理领
域，像解决商业问题一样，与公
益机构携手解决我们共同关注
的社会问题。 ”

中骏集团黄朝阳向家乡捐
赠 5 亿元

2018 年 2 月 24 日，中骏集
团董事局主席黄朝阳宣布向福
建南安慈善总会捐款 5 亿元人
民币， 该笔款项也成为南安公
益史上最大一笔捐款。 同时，
“福建南安慈善总会中骏慈善
基金”正式成立，基金款项将长
期用于慈善公益项目， 积极推
动全社会教育、 扶贫等各项慈
善公益事业发展。

2018 年 7 月底，中骏集团董
事局主席黄朝阳入围福布斯
2018 年中国慈善榜， 位列榜单
第 17 位、房企行业榜第 7 位。其
实早在 2012 年， 中骏集团便入
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 位居第
53 位，2013 年升至第 28 位。 此
外，在 2018 年 5 月，黄朝阳还登
上了“2018 胡润慈善榜”，排在
第 8 位。

据媒体报道，2017 年， 黄朝
阳辞掉了所有社会职务。 他表
示，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今后除
了继续做好做强企业外，能用更
多的时间投入慈善事业。

康美集团马兴田夫妇为环
保事业捐赠 1 亿元

2018 年 5 月 28 日，以“乡村
振兴、乡贤给力”为主题的普宁
市练江母亲河保护基金会成立
大会在广东普宁举行。 康美集团
马兴田、 许冬瑾夫妇率先出资 1
亿元，佳兆业、星河集团等上市
企业以及普宁乡贤代表纷纷响
应， 截至仪式结束时捐款超 2.5
亿元。

据报道，该基金会由普宁市

政府、康美集团以及广大乡贤联
合发起成立。 基金会以“乡村振
兴·乡贤给力”为主题，旨在联合
广大乡贤力量，贯彻落实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相关决策部署，
推动普宁市坚持“水岸同治”、推
进“五河毓秀”和生态文明建设，
共同治理练江母亲河，推动乡村
振兴。

这也是继 2018 年 4 月份，
马兴田夫妇向普宁市捐赠 1500
万元兴建学校后的又一次公益
创举。 马兴田表示，联合发起成
立基金会，旨在凝聚更广泛的社
会资源， 建立更长效的保护机
制，形成共建共治母亲河的积极
力量。

马兴田夫妇及其创办的康
美药业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生
态环保领域：2011 年， 康美药业
捐资 1000 万元整治流沙新河；
2015 年，马兴田夫妇捐资 1.5 亿
元兴建莲花山公园并移交政府
管理。

雅居乐集团捐赠 1 亿元助
力美丽乡村建设

2018 年 6 月 15 日，“雅者善
助，携手乐活”产业扶贫捐赠仪
式在海南举行。 作为雅居乐扶贫
行动的第四站，雅居乐集团拟捐
赠 1 亿元，用于海南 5 个美丽乡
村的建设工作。

据报道，雅居乐计划在海南
陵水选址 5 个贫困村庄，共同兴
建美丽乡村， 推进危房改造、农
业、 民生等重要的扶贫项目，并
根据每个村庄的不同需求，制定
具体的帮扶计划。

此次对海南美丽乡村建设
的定点帮扶，是雅居乐产业扶贫
系列行动的第四站。 2018 年 6 月
初，雅居乐为助力保山市、腾冲
市和版纳州的脱贫攻坚工作捐
赠共 6000 万元， 用于对各地差
异的情况进行扶贫，对版纳进行
产业扶贫，对保山、腾冲进行教
育扶贫。

相较于单纯的捐助和平台
的搭建，雅居乐的扶贫行动更侧
重关注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升，即通过雅居乐与当地政府合
作的特色扶贫项目，提升当地教
育水平、 改善当地生活环境，为
当地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
根本上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万向集团设立我国最大规
模慈善信托

2018 年 6 月 29 日晚间，万
向德农、承德露露同时发布公告
称，公司实控人鲁伟鼎基于慈善
目的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
金”， 并将其持有的万向三农 6
亿元出资额对应的全部股权无
偿授予该基金。 此举使得“鲁冠
球三农扶志基金”通过万向三农
间接控制万向德农 48.76%股权
及承德露露 40.68%股权。

公告称，本次收购不会导致
两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万
向三农， 实际控制人仍为鲁伟
鼎，间接控股股东将变为“鲁冠
球三农扶志基金”。 同日，航民股
份发布公告称，上述出资额的无
偿授予导致“鲁冠球三农扶志基
金”通过万向三农间接持有航民
股份 6%的股权。 这意味着，该基
金已经成为三家上市企业的新
股东。

万向德农公告称，“鲁冠球
三农扶志基金”是为了纪念万向
集团公司创始人、万向董事局主
席鲁冠球先生，并且遵循他的情
怀境意，由鲁伟鼎设立和命名的
慈善信托。 2018 年 10 月 24 日，
全国工商联发布了由中央统战
部、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宣传的

“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
企业家”名单，其中就有已故万
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就目前来看，该信托可以说
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 其
宗旨是：让农村发展、让农业现
代化、让农民富裕，以影响力投
资、以奋斗者为本、量力而行做
实事。 财产及收益将全部用于扶
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
残、优抚、救灾等慈善活动，促进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
保等事业发展，鲁伟鼎及其家族
成员不享有信托利益。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宣布捐
出 2.3%股份

2018 年 7 月 26 日晚间，“新
电商第一股” 拼多多在上海、纽
约同时敲钟，正式登陆纳斯达克
市场。 其发行价 19 美元，总市值
达 240 亿美元。 招股书显示，拼
多多创始人、 董事长兼 CEO 黄
峥将在 IPO 后捐出其拥有的
2.3%公司股份成立私人慈善基
金，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为此，拼多多将建立由高级
管理人员及合伙人制度选拔出
来的员工， 组成管理委员会，负
责监督资金用途，并管理其日常
运行。 按 IPO 发行价计算，黄峥
此次捐出的资金约为 4.47 亿美
元。 此外，黄峥还计划另外建立
一个私人慈善基金，支持科学和
医学等前沿技术的研究。

由于市场定位以及产品等
原因，很多人并不熟悉或者不经
常使用拼多多，但其近两年来也
一直努力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方面发力。

2017 年 12 月， 拼多多公益
助农项目凭借“社交电商+公
益”的创新模式，获得“风尚榜
样”奖。 该项目致力于打通农产
品与市场的通道，充分发挥电商
去中间化的优势，让过去渠道相
对狭窄的农产品通过拼多多迅
速流通到城市，进入万千人家的
餐桌。

2018 年 1 月 29 日， 拼多多
发布的扶贫助农报告称 ，2017
年共计投入 34 亿元在推广贫困
地区农货、解决百万农户卖货难
问题上。 2018 年 12 月， 凭借在
农业以及精准扶贫等领域的投
入，拼多多被评为“2018 年度公
益企业”。

网易丁磊承诺为在线教育
公益捐赠 1 亿元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下午，网
易 CEO 丁磊在朋友圈发文称，
将捐出 1 亿元投入在线教育公
益，支持更多贫困地区的学校落
地网课直播模式，推动中国教育
资源普惠。

让丁磊做出这个决定的，
是中国青年报发布的一篇在朋
友圈刷屏的报道———《这块屏
幕可能改变命运》。 报道指出，
248 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
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
课，从而改变了学生的命运。 这
些教学资源相对落后的学校通
过一条网线， 全天候跟随成都
七中平行班直播， 大幅度提升
了学校的升学率。

报道称，丁磊对教育公平向
来十分重视。 2018 年 3 月，丁磊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参加全国
两会时提出，“目前优质的教育

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和极少数的
学校中”。 他认为教育技术手段
的拓展将促使教育资源公平化
发展：“老师上课的课件、课程模
式能实现无地域地推广， 三线、
四线、五线的小朋友不用到城市
里搞学区房，也可以有同样接受
教育的机会。 ”

事实上，近年来网易一直践
行业务扶贫的公益模式，致力于
通过科技创新，突破传统教育的
局限性，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在全
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共享。

智飞生物捐赠 1.59 亿元
助力女性宫颈健康事业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中国
女性宫颈健康关爱计划”项目签
约仪式在北京举行。 当天，中国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与重
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三年合作框架协议：三年
内，智飞生物将向中国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赠总计 1.59
亿元人民币，共同推动中国女性
宫颈健康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2018 年， 在中国女
性宫颈健康宣教计划的基础上，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启动了“中国女性宫颈健康关爱
计划”公益项目，重点针对宫颈
癌三级预防中的一级预防开展
相关公益活动。

据智飞生物董事长、总经理
蒋仁生介绍，此次捐赠主要有五
个目的：一是推动中国女性宫颈
健康事业的发展；二是降低中国
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三是推动
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四是推广
公众健康教育；五是为受赠方的
活动提供必要协助。

过去一年， 企业及企业家
的大额捐赠行为继续爆发 ，在
解决教育、扶贫、医疗卫生等社
会关切的问题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为此
感到振奋的同时， 也应该及时
关注大额捐赠呈现出的新 趋
势， 比如股权捐赠 、 慈善信托
等， 研究出台相应支持和配套

措施。
而针对大额捐赠过于集中

于某些领域的现象 ， 如高等教
育、脱贫攻坚等，作为行业从业
者和研究者， 也应积极进行相
应引导， 为社会提供更具前瞻
性的参考， 使资源能够分流到
相对被冷落的社会问题。

此外 ， 我们还要重点关注

大额捐赠中承诺捐赠的部分 ，
持续关注大额捐赠资金到账进
展 ，避免 “诺而不捐 ”现象的发
生。 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制
定严谨的捐赠协议 、 同捐赠人
进行充分协商， 还要加强社会
的法律意识 ，依靠 《慈善法 》等
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维护自身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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