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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从 15亿到 200亿

西湖教育基金会如何跨过筹资关？

作为国内第一所由社会力
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
究型大学，西湖大学自筹备之日
起就引发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
尤其是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
支持与肯定，更让西湖大学处于
民办教育发展的聚光灯下。 与之
相对应的， 是来自社会不同阶
层、不同领域的持续捐赠。

截至 2018 年年底， 作为西
湖大学的举办方及筹资主体，
西湖教育基金会已有近万名捐
赠人， 社会各界协议捐赠金额
超过 43 亿元，到账金额超过 15
亿元。 这些捐赠人中，包括大额
捐赠人 98 位、 创始捐赠人 36
位，王健林、马化腾、杨国强、张
磊、陈一丹、敦和基金会等都位
列其中。

目前，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
着西湖大学的绝大部分运营费

用， 比如所有教师的工资收入、
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以及对教
师子女的教育支持计划等费用
均来自基金会。 自 2018 年 2 月
14 日西湖大学正式获批后，西
湖教育基金会募资工作全面提
速，施一公亲自担任筹款委员会
主席。

根据测算，西湖教育基金会
需要有一个 200 亿至 250 亿元的
永续资金池，才能确保西湖大学
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但对于一家
成立不到四年、没有任何校友资
源也没有其他积淀的高校基金
会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似乎并
不容易， 在国内也没有先例可
循。 而当施一公的名人效应以及
企业家的教育情怀逐渐冷却，社
会捐赠逐渐趋于理性，西湖教育
基金会又将如何承担历史赋予
自身的重任？

捐赠收入快速增长

在西湖大学主校区宣布全
面开工建设当天，由西湖教育基
金会和灵山慈善基金会联合发
起的“科学之树播种未来”公益
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正式上线。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吸引更多
人关注西湖大学，让更多关心科
学和教育的人士参与到西湖大
学的建设中来。

项目的上线可谓正当其时。
在全国 7000 余家基金会当

中，西湖教育基金会可能是唯一
一家以举办大学为宗旨的基金
会，为西湖大学筹集办学资金是
基金会的核心工作。 但与绝大多
数大学基金会不同的是，西湖教
育基金会成立时间早于西湖大
学，基金会尚无校友资源，且基
金并非家族运营，在很多方面并
无先例可循。 因此，做好社会倡
导对基金会来说尤为重要。

2015年 7月， 西湖教育基金
会由浙江省民政厅正式批准设立。
据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
旻昊介绍，当时西湖大学还没有具
体载体（西湖大学云栖校区前身为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 于 2017年
3月正式启用），很多东西尚处于理
念和设想阶段。“这种办学模式到
底能不能成功，很多潜在捐赠人听
完介绍之后也会有疑问。这是人之
常情，对于新兴事物，大家需要一
段时间去适应。 ”

在此背景下，西湖教育基金
会起初只在企业家群体中进行
小范围募资，但很快获得了来自
企业及企业家、 海归专家群体、

公务员、工薪阶层以及普通民众
等社会各界的支持。

据西湖教育基金会 2016~
2017 年报显示，2016 年， 基金会
共与 12 位捐赠人签订协议，金
额超过 4 亿元人民币，实际到账
金额接近 2000 万元，实现了突破
性进展。 其中，在 2016 年浙江西
湖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前身）
成立仪式上，首批 6 位创始捐赠
人（捐赠资金在 1 亿元人民币及
以上）公开认捐，为未来的募资
活动开了一个好头。

截至 2017 年年底，基金会协
议筹款总额约为 23 亿元， 实际
到账金额近 8 亿元。 基金会共与
50 位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其中
21 位为协议金额超过 1 亿元的
创始捐赠人。从 2016 年 7 月基金
会收到第一笔捐赠资金到 2017
年年底，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西
湖教育基金会从无到有，筹款额
及到账金额一跃上升到国内大
学基金会的前列。

到 2018 年年底，基金会已有
近万名捐赠人， 其中大额捐赠人
98 位、创始捐赠人 36 位；基金会
收到社会各界协议捐赠超过 43
亿元，到账金额超过 15 亿元。 这
一成绩，已超过国内很多基金会。

不过，按照西湖大学未来成
熟期的规模测算（即 300 位教授、
副教授在校）， 西湖教育基金会
每年对西湖大学的支持需要维
持在 10 亿至 12 亿元之间。为此，
西湖教育基金会需要设立一个
200 亿至 250 亿元的永续基金
池，未来可以依靠基金池产生的
利息和投资收益维持学校的正
常运作，确保西湖大学实现长期

稳定发展。 这也是目前哈佛大学
及耶鲁大学等美国顶尖私立研
究型大学普遍的运营模式。

“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
我们有信心在八到十年内实现
这一目标。 ”刘旻昊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作为西湖大学的
举办方及筹资主体，西湖教育基
金会在国内开创了社会力量兴
办高等教育的先河。 成功举办一
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基金会的
职责所在和历史使命，因此基金
会必须要经得起风雨，同时能够
为西湖大学保驾护航。 ”

网状募捐体系布局

外界喜欢将西湖大学称为“中
国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而所
谓的“新”，在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
看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西湖大学在国内开创了基金会办
大学的先河；其二，西湖大学实行
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
被赋予最大的治校空间。

在这种制度下，西湖教育基
金会和西湖大学是两个相对独
立的法人主体，二者紧密合作但
又不互相干涉。 依据《西湖大学
章程》的相关规定，西湖教育基
金会作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有
权提名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校董
会成员，但基金会并不参与学校
任何的具体运营。

这也是西湖教育基金会区
别于其他高校基金会的地方：在
现有体制机制下，高校基金会往
往会沦为高校的一个机构或部
门，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影响。

（下转 09 版）

2019 年 4 月 3 日，西湖大学云谷校区全面开工建设。 图为建成效果图

� � 可能谁也不会想
到 ，两年之后 ，在杭州
市西北角紫金港科技
城的某片工地上，一座
大学将会拔地而起。

4 月 3 日， 伴随着
几十台打桩机集体进
场，西湖大学云谷校区
即西湖大学未来的主
校区宣布启动全面开
工建设。 据了解，云谷
校区一期用地面积约
为 1495 亩， 其中首期
建设用地 635 亩，首期
总建筑面积为 45.6 万
平方米， 预计 2021 年
年底建成。

� �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亮相“委员通
道”，谈及创办西湖大学的目标（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