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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四成网友认为我国大学
捐赠资金使用不够公开透明

中央下拨冬春救灾资金
52.44 亿元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12 月 12 日，财政部、应急管
理部安排下拨 2019－2020 年度中央冬春救灾资金
52.44 亿元， 用于支持帮助各地灾区统筹做好受灾群
众今冬明春期间基本生活保障和救助工作。

点评：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不仅需要政
府的兜底，也需要公益组织的积极投入。

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
实现 30 年持续增长

据林草局消息，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上世
纪 70 年代初的 12.7%提高到 2018 年的 22.96%，森林
面积达到 2.2 亿公顷， 森林蓄积 175.6 亿立方米，面
积和蓄积连续 30 多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点评：尽管如此 ，我国森林资源管理与经营与一
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生态
产品短缺仍是我国的基本林情。

丁石孙桂琳琳伉俪
400 万元遗产捐赠北大

据北京大学官网消息，12 月 11 日， 北京大学
原校长丁石孙先生和夫人、 著名化学家桂琳琳教
授之子丁干代表家属捐出父母留下的存款共计
400 万元设立“北京大学丁石孙-桂琳琳优秀学生
奖学基金”。

点评 ：这份捐赠 、这项奖学金的设立 ，是两位老
师为同学们留下的最后的嘱托 、最后的关怀 。 这份
精神财富远比奖金更为宝贵 、更让人无比感动 。

2019 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
完成率超过 99%
� � 据生态环境部消息，2019 年全国其他地区应完成
县级及以上水源地 3626 个环境问题清理整治。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3611 个问题已完成整治，15 个问
题正在整治，完成率达 99.6%，超过序时进度要求。

点评 ： 确保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取得扎实成效需
要进一步落实水源地保护主体责任 ， 积极推进问题
整治。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12月9日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5000万元 公益慈善 中国禁毒基金会等五家基金会

2019年 12月 11日 顺丰集团 500万元 培养航空人才 黄冈师范学院

2019年 12月 11日 波司登集团 价值 145.6 万
元羽绒服 精准扶贫 青海省

(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12 月 12 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
学的同学们在“5G 双师课堂”上与渝中区人和街小学
的老师互动。 “5G 双师课堂”通过远程教学方式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助力提升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均
衡发展。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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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子 ： 不敢捐
给国内大学 ， 主要原
因是这笔钱最后怎么
用的 ， 可能就成了一
笔糊涂账。

小蝴蝶仙子：难道
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
的国内的大学做更多
的反思和总结吗？为什
么人家有钱也不愿意
捐给你，这里面的原因
绝非简单。

无所 谓 先 生 ：我
倒觉得 ， 无论这钱捐
给谁 ， 只要是用于正
规的积极向上的教育
事业，都值得点赞 ，没
啥好诟病的。

� � 1 、 你 认 为 中 国 富 豪 给 国 外 大 学 捐 款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什 么 ？

A、国外有完善的捐赠体制；30%
B、国内大学对捐赠资金的使用存在不透明及挥霍浪费问题；42%
C、肯定有其他好处，比如子女入校等；20%
D、说不清 8%。

2、 你认为中国大学对这些富豪的大笔捐赠流向国外是
否在意 ？

A、公立大学恐怕无所谓，他们更在乎国家拨付的经费；37%
B、在意与否重要吗？ 重要的是想想人家为什么不捐给你；42%
C、肯定很生气吧，毕竟“肥水流向了外人田”；17%
D、说不清。 4%

3、 你觉得有没有办法转变中国富豪向国内大学捐赠
的态度 ？

A、公开使用流程，加强善款监管；38%
B、遏制或约束向外国大学捐赠的渠道；30%
C、国内大学须从源头找问题，改革创新办学思路；22%
D、没啥好办法，人家爱怎么捐就怎么捐。 10%

近年来，中国富豪频频出手，
向美国知名大学捐款， 最高单笔
捐赠甚至达到了 3.5 亿美元。每当
此类相关新闻爆出， 都会引发网
友热议。

2010 年初， 耶鲁大学对外宣
布：2002届毕业生张磊承诺向管理
学院捐赠 888.8888万美元，创下当
时毕业生个人捐款最高记录。

面对质疑， 张磊解释：“耶鲁
帮助中国的历史已经有 100 多年
了。 但很长时间以来，这种互助的
关系都是单向的， 所以我极想改
变这一点。 ”

2014 年， 潘石屹和妻子张欣
因捐款哈佛大学 1500 万美元引
发了不小的争议， 争议的内容无
非是“在中国赚钱，捐钱却要捐给
外国人”。

潘石屹回应道， 其实这笔钱
是资助中国留学生的， 哈佛大学
之前不会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助学
金， 而我们捐款的唯一要求就是
让中国人受益。

作为盛大网络的创始人，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为陈天桥积累了
无数的财富。 正当大家以为他会
感恩母校复旦大学的培养时，结
果却很意外。

2016 年底， 陈天桥夫妇宣布
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赠 1.15 亿
美元， 这只是他资助神经科学研

究 10 亿美元中的一部分。
面对公众质疑为何不给国内

大学捐款时， 陈天桥说不是没有
捐， 只是捐的钱被莫名其妙地花
掉了，他为此感到很难过，就停止
了捐款。

与此同时， 一般的美国名校
的校友捐赠率都在 30%~40%。

据统计资料显示，2015 年美
国大学的捐赠基金排名， 哈佛大
学以 376 亿美元（约 2614 亿元人
民币）高居榜首。 而 2015 年美国
大学的平均捐赠基金高达 0.588
亿美元（约 4 亿人民币）。

那么， 美国的大学为何能获
得如此巨额的捐款？ 首先源自美
国人良好的捐赠传统。

其次，美国法律也鼓励捐赠，
对捐赠者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文
规定， 最大程度为捐赠行为提供
了法律保障。

再者， 美国对捐款有严格的
制度保障。 捐款用在哪里、 怎么
用，都有明确的规定，并定期向社
会大众公开财务报表。 每个大学
设有基金会，所接受的捐款，有专
业的人员进行操作， 对基金进行
投资管理，有一整套保值、增值的
方法。

另外， 捐赠也的确成为富豪
实现“家族名校梦”的一条捷径。

相比美国大学成熟的捐赠模

式， 国内大学的资助体系则显得
很不健全。 中国大学的捐款普遍
存在使用不透明、去处不告知、账
面不透明、机构冗余等诸多问题。
再加上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对高校进行捐赠。 捐赠不仅
受益不多，还可能背负骂名。 所有
这些， 都让中国富豪将目光投向
了美国大学。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与问
卷网联合发起本期调查“中国富
豪给美国大学捐款———肥水流了
外人田？ ”

调查结果显示， 超四成网友
认为， 国内大学对捐赠资金使用
不透明及挥霍浪费等使用不当，
是导致中国企业家对捐资国内大
学持观望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30%的网友则认为，国外完善的捐
赠体制是导致中国富豪慈善捐赠
外流的主因。 超四成网友认为，中
国的大学应该好好反思为什么人
家有钱也不愿意捐， 宁可捐到国
外去。

对于“你觉得有无办法可转
变中国富豪向国内大学捐赠的态
度？ ”这个问题，38%的网友选择了

“完善捐赠制度， 公开使用流程，
加强善款监管”，强调“公开透明
是根本”。 22%的网友建议“国内大
学须从源头找问题， 改革创新办
学思路，还“教育”以本原”。

截至 12 月 16 日 10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