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未来捐赠 8000万元在线课程

虚拟资产的捐赠价值究竟该如何确定？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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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未来表示已全部落实

2020 年春节，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多地相
继发布延迟开学的通知。

为全力以赴配合支持各地教
育部门部署‘停课不停学’工作。好
未来教育集团紧急设立 1 亿元抗
击疫情专项资金，一方面积极助力
疫情愈发严重的武汉地区，另一方
面最大程度帮助湖北及全国疫情
地区的孩子们“停课不停学”。

据好未来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0 万元现金已于 1 月 26 日中
午直接捐赠给武汉市慈善总会，
用于采购医疗物资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特别是保障一线医务人
员的健康。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在收到这笔捐赠后，
当即设定专户， 并已经依法依
规、统一规划的使用。 另外 8000
万元教育专项基金截至目前已
全部履行承诺。

好未来相关负责人告诉《公益
时报》记者，这 8000万元教育专项
基金具体落实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为中小学免费提供直
播平台和技术支持。

好未来智慧教育已在全国
595 所学校免费完成在线直播教
学系统部署及教学培训服务，服务
老师 3万余人，覆盖学生 46万人。

与此同时，好未来集团也非
常关注疫情中被学业繁重、压力
较大所挑战的高中。 智慧教育等
板块专门为山东、河南、福建、重
庆、四川、湖北等 24 个省份共超
过 170 所高中提供了高中教学
公益驰援免费课程，并引进好未
来的课程和答疑服务。

第二，为全国各地线下培训机
构提供线上直播授课解决方案。

4月前，全国所有教培机构都

可以免费使用好未来直播云的线
上教学系统。 同时好未来开放平
台的合作伙伴还可以享受不同类
型的课程内容、 运营陪护等免费
支持。 目前已帮助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310个地级行政区、4
万多机构和学校的 14 万名老师，
覆盖超过千万级学员人数、 累计
在线授课数千万小时。

第三，为不能正常开学的中
小学学生提供校内同步免费直
播课。

好未来旗下学而思网校向
全国用户提供免费直播课，从周
一到周五与校内时间同步，课程
涵盖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
全部学科。 免费直播课自推出以
来，每天观看直播课的学生超过
6000 万人次，从北部的新疆到南
部的海南岛，从中部的河南到西
部的云贵，覆盖全国各地。

为了让不同区域的学生学
习更有针对性，好未来教育集团
旗下学而思培优联合学而思网
校为每个地区学生免费提供专
属本地化课程，截至目前学而思
培优本地化的“抗疫免费课”已
经覆盖全国各分校数百万学生。

“疫情若不止，好未来的公
益驰援行动就不会停。 ”好未来
相关负责人说。

虚拟资产公允价值应如何
计算？

好未来相关负责人表示，截
至目前，1 亿元抗击疫情专项基
金已经全部履行承诺。

这就意味着，除去 2000 万元
的直接捐赠，另外所提供的直播
课程、直播云平台、技术支持、线
上直播授课解决方案等产品及
服务就价值为 8000 万元。

那么，这 8000 万元是如何计

算得出的呢？
好未来相关负责人告诉《公

益时报》记者，这 8000 万元是根
据人员、物资的投入成本以及市
场销售价格等综合评估得出。

那么好未来单方面的计算
究竟是否合理？ 有没有一套公允
的计算标准呢？

如果这些虚拟资产是捐赠给
了社会组织，按照《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民非制
度》）的规定，是有计算方法的。财
政部刚刚发布的《〈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 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更是把电商平
台等因素纳入其中。具体来说，可
以有以下几种计算方法：

第一，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来确
认公允价值。市场价格一般是指取
得资产当日捐赠方自产物资的出
厂价、 捐赠方所销售物资的销售
价、政府指导价、知名大型电商平
台同类或者类似商品价格等。

这其中，将“知名大型电商
平台同类或者类似商品价格”作
为确定市场价格的一种方式，是
《解释》首次提出的。

根据这一规定， 类似如果好
未来的这种虚拟资产捐赠就可以
比照类似的教育类 APP 或者教
育类的互联网产品的价格进行比
较，就能够判断其是否合理。

第二， 如果跟其它教育类电
商平台或教育类互联网企业的产
品不好类比的话，按照《解释》规
定，可以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估价。
那么，第三方机构如何进行估价？

深圳市君合信财税服务机
构总裁胡绵鹏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专业评估机构通常以捐赠
人开发相关知识产权的支出为
基准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

但是， 也有一个问题存在，
按照《民非制度》规定，对于民间

非营利组织接受的劳务捐赠是
不予确认的，需在会计报表附注
中作相关披露。

在胡绵鹏看来，从法律法规
对捐赠的定义来看，无偿提供服
务不能认定为捐赠。 企业因无偿
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支出应作为
企业费用列支。

第三，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
明通过以上方法还无法确定公
允价值怎么办呢？《解释》规定，
应当设置辅助账，单独登记所取
得资产的名称、数量、来源、用途
等情况，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
相关披露。 留待以后能够计量的
时候再予以确认。

目前好未来是通过自主执
行的方式，将直播课程、直播云
平台、 技术支持等免费给学校、
培训机构去用。 那么，如果将这
些捐赠给慈善组织，应该如何操
作？ 如何评估这部分价值呢？

胡绵鹏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互联网公司如果将相关免费
在线课程、直播云平台、技术支
持等知识产权捐赠（办理产权变
更登记）给慈善组织，由慈善组
织设计公益项目无偿向受疫情
影响的中小学生提供授课，可以
对相关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后，按
照评估价值确认捐赠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互联网
公司将知识产权捐赠给慈善组织，
互联网公司将不得再使用相关的
知识产权，慈善组织在使用相关知
识产权开展公益活动时，可以适当
展示该课程捐赠人，但应当消除课
件中与捐赠人相关的标识、商标等
信息。 ”胡绵鹏强调。

公益背后的商业考量

实际上，由于好未来的 8000
万元专项基金并没有通过慈善

组织或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进行
捐赠， 并不能获得捐赠票据，也
就不存在受捐方确认价值的问
题，也享受不了税收优惠。 那么，
好未来为什么仍然选择这样做
呢？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出于公
益性与市场性的双重考量。

不同于其他行业，教育行业
一直以来都具有双重属性———

“公益性”和“市场性”。 也因此，
教育企业除了具有一般企业的
特征外，还承载着教育的公益职
能，即对公立教育体系的有益且
重要补充。

疫情期间，好未来选择设立
亿元抗击疫情专项基金的行为，
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
机构负责人看来，是公益先行打
响口碑的有效尝试。“整体来看，
好未来的策略是公益先行打响
口碑，快速反应转型线上，推出
原时段、原老师、原内容的线上
课程来保证用户体验，减免线下
用户流失，这其实是应对疫情危
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
机构负责人表示，好未来选择此时
整合自身资源，为全国学生提供免
费课程，助力“停课不停学”，此举
既是公益，也在于抓住几乎是零成
本获客的窗口期， 推广旗下业务，
在市场的急剧扩张中站稳脚跟。

这样做的并不仅仅是好未
来。 1 月 27 日，新东方集团宣布，
向全国中小学生免费提供 100
万份新东方在线春季班直播课
程，并免费赠送英文分级阅读读
书卡，学生可在新东方分级阅读
APP“东方小书童”中阅读 2000
多册原版英文分级读物。

推出一些面向疫区的免费
在线课程几乎成了互联网教育、
培训企业共同的选择。

对于教育机构这样的捐课
行为，有业内人士认为，教育类
企业做慈善是真，但能够取得公
益和商业的双赢也是真。

“的确，免费赠课既能拉新
又能在特殊的窗口期培养用户
习惯，因此各个线上机构反而很
乐于这种‘赔本买卖’。 这其实也
可以看作是低成本获客的好机
会， 我们不做就会被同行抢走
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
育机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表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伊始，全国的中小学开学被按下“暂停键”。 全国 2.65 亿中小学、1600 万名老师集体“上线”，通过互联网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

为响应疫情期间全国中小学校师生的教与学需求，最大程度帮助各地学生“停课不停学”，1 月 26 日，好未来教育集团设立 1 亿元抗击疫
情专项基金，其中 2000 万元直接捐赠给武汉市慈善总会。

另外 8000 万元用于教育专项，主要包括：为湖北全省和全国其他疫区中小学免费提供直播平台和技术支持；为湖北全省和全国其他疫区
线下培训机构提供线上直播授课解决方案；为湖北全省和全国其他疫区不能正常开学的学生推出校内同步免费直播课。

五个月过去了，这笔 1 亿元的抗击疫情专项基金落实得如何？ 好未来口中价值 8000 万元的教育专项具体做了什么，是否真的价值 8000
万元？互联网时代，这种虚拟资产捐赠的价值究竟该如何计算？好未来设立抗击疫情专项基金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公益与商业逻辑？《公益时报》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