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4位慈善家捐赠 95.3834亿元

2019中国慈善家榜（一）

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榜
入榜慈善家共 274 位，合计捐赠
95.3834 亿元， 平均捐赠额为
3481 万元。

与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
家榜的 172 位、76.0817 亿元相
比，入榜慈善家有大幅提升，增长
了 60%，但平均捐赠额有所下降。

33 位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慈
善家入榜，捐赠的资金占到了总
捐赠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来自互
联网行业的捐赠者及捐赠资金
较上一届有所下降。

120 位慈善家年度捐赠在
1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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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慈善家共 120
位，占入榜慈善家的 43.8%。 他们
的捐赠总额达到 91.3107 亿元，
占到了总捐赠额的 95.73%。

在这 120位捐赠人中，年度捐
赠在 1 亿元以上的依然有 33 人，
最高的年度捐赠额达到 6亿元。 33
位亿元捐赠者总计捐赠了 66.5742
亿元，占到了总捐赠额的近七成。

这些大额捐赠投入最多的
是教育领域。 33 位亿元捐赠者中
有 23 人的捐赠中包含对教育领
域的投入。

最受青睐的是高等教育，很
多大额捐赠者在 2018 年向高校
的捐赠单笔就过亿元。 受捐的大

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深圳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
福州大学、西湖大学、武汉科技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
学等多所大学。 这些捐赠大多数
是以校友名义进行的。

从整个榜单来看，教育之外，
扶贫、文化、医疗、环保、助残、志
愿服务等多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多
位捐赠者。 中国的大额捐赠人的
捐赠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房地产行业依然坚挺 ，互
联网有所下降

分析慈善家的资金来源可
以看到，房地产行业依然是出产
慈善家最多的领域。 来自房地产
领域的慈善家有 33 位， 共捐赠

了 23.8911 亿元， 占到了总捐赠
额的 25.05%， 超过了四分之一。
房地产行业在受到各地调控的
影响下， 依然能够取得这一成
绩，十分值得研究。

其次是互联网行业， 有 13
位捐赠者来自互联网、计算机相
关行业， 共捐赠资金 6.4346 亿
元。 相较于上一届慈善家榜，不
论是人数还是总捐赠额，都有一
定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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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圳慈善资源
丰富

从地域来看，城市之中，慈善

资源最富集的是北京， 共有总部
在北京的 32 位慈善家入榜，捐赠
了 22.4279亿元，占到了总捐赠额
的 23.51%，接近四分之一。其中捐
赠在亿元以上的就有 8位。

其次是香港，有 29 位慈善家
入榜，共捐赠资金 14.0128 亿元，
远远超越往届的捐赠。 其中有 6
位慈善家的捐赠在亿元以上。

第三是深圳，33 位慈善家入
榜，贡献了 9.0949 亿元；第四是
上海，17 位入榜慈善家捐赠了
4.1228 亿元。

以省份为单位的话，表现比
较突出的是广东和福建。共有包
括深圳在内的来自广东的 60 位
慈善家合计捐赠了 21.1658 亿
元， 占榜单总金额超过五分之
一。 入榜的福建的慈善家则有
36 位，共捐赠了 8.414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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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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