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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共出现 34 笔来自
企业和个人的千万元及以上大
额捐赠，总额超 18 亿元（含承诺
捐赠和物资捐赠）。

与 9 月相比，10 月的捐赠笔
数和总额大幅减少。 在用途方
面，教育领域仍是主要去向。

3 笔上亿元
4 笔过 5000 万元

据公开报道，10 月捐赠金额
达到亿元及以上的有 3 笔，总额

超 12 亿元。
10 月 23 日， 在上海大学建

校 100 周年暨高质量发展论坛
上，厦门源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侯昌财向上海大学捐赠 1 亿
元设立“上海大学昌财医学基
金”， 为医学事业的建设贡献力
量。 据公开报道，源昌集团多年
来在慈善教育事业的认捐超 70
亿元，兴建教学楼超 100 栋。

10 月 26 日， 在安徽砀山中
学新校区捐建签约仪式上，迈瑞
医疗董事长李西廷宣布将捐赠
10 亿元用于母校砀山中学新校

区建设。 从公开报道来看，此次
捐赠不是李西廷第一次捐资助
力家乡教育事业：2009 年， 李西
廷捐资 100 万元，用于新建金寨
县迈瑞渔潭希望小学；2010 年，
向砀山中学捐赠 600 万元教育
基金……

10 月 28 日， 浙江大学光电
科学与工程学院 70 周年院庆校
友捐赠仪式在紫金港校区举行。
学院校友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
会集体捐赠超 1 亿元，用于支持
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

捐赠金额在 5000 万元至 1
亿元（不含）的共 4 笔，总额达
20000 万元。

其中，前三笔捐赠均投向教
育领域。

根据公开报道，10 月 20 日，
福建省幻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宣布出资 5000 万元， 在福州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设立孵化基
金并捐建一座科研大楼。 同时，
该公司与福州大学签订了共建
中科星创新技术产业研究院合
作协议。

10月 23日，在上海大学建校
100 周年暨高质量发展论坛“上
大—沃顿商学院教育基金”（第二
期）捐赠仪式上，1990届校友朱旭
东向母校捐赠 5000 万元，为医学

事业的建设贡献力量。
另据华测导航 10 月 31 日信

息公告，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
太禾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浙江大学教育基
金会签署了《上海太禾行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协议
书》，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华测导航
教育基金”， 用于支持浙江大学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学空间
基本建设和高水平师资队伍的
建设和发展，太禾行拟向基金会
捐赠其持有的价值 5000 万元人
民币的公司股票。 公告称，本次
捐赠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第四笔投向乡村振兴。 10 月
14 日， 香港鼎汇祥投资集团、深
圳昱華科技控股集团等爱心企
业向贵州省乡村振兴基金会捐
赠 5000 万元， 用于助力贵州打
造“联农富农机制”。

27 笔千万元捐赠

捐赠金额为 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不含）共 27 笔，总额

达 47921 万元。 根据捐赠用途，
可以归类为教育、 抗击疫情等。
其中， 投向教育领域的捐赠共 8
笔，总额达到 15513 万元；用于抗
疫的捐赠共 12 笔，总额为 20000
万元； 有 7 笔捐赠投向其他领
域，总额达 12408 万元。

教育领域
仍是捐赠主要去向

综上，10 月共出现 34 笔
1000 万元及以上大额捐赠，包括
3 笔亿元捐赠、4 笔 5000 万元至
亿元捐赠 、17 笔 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捐赠， 总额约 187921
万元。 经统计，投向教育领域的
捐赠金额超 15 亿元， 占比超过
80%； 投向抗疫领域金额约为 2
亿元，占比 11%；剩余捐赠投向乡
村振兴、医疗等领域。

可以看出，教育领域依旧是
主要捐赠方向，捐赠笔数、金额
均占了较大比例。 虽然 10 月的
大额捐赠总额下滑，但有了多笔
亿元捐赠的注入，教育领域捐赠
比 9 月翻了一番，从 6.42 亿元增
至 15 亿元。 此外，随着疫情形势
的变化，抗疫领域的捐赠表现出
集中态势， 较为明显的是 10 月
有大量捐赠投向内蒙古自治区。

10月大额捐赠一览
企业、个人捐赠超 18亿元，近九成投入教育领域

报告显示，2022 年 99 公益
日期间，公众捐款总额、捐款人
次出现首次下降，平均单笔捐款
额小幅上涨。 2022 年，公众捐款
总额约为 33 亿元， 较 2021 年的
35.69 亿元下降 7%； 捐款人次为
5816 万，较 2021 年的 6871 万下
降 15%；2022 年捐赠人数为 2758
万， 较 2021 年减少 243 万人，下
滑 8%；平均单笔捐款额为 57 元，
较 2021 年的 51.97 元上涨 10%。

报告同时披露了 2022 年 99
公益日主会场（7-9 日）的基本数
据：公众捐款总额 24 亿元，捐款
人次 4097 万，捐款人数 1897 万，
平均单笔捐款额 59 元。

据介绍，2022 年 99 公益日
配捐总额达 5.5 亿元， 其中主会
场随机配捐金额为 3 亿元，与
2021 年持平。腾讯公益除了提供
常规随机配捐，另设 1 亿元特别
激励政策；新增了用户公益身份
加成、项目透明公信力加成及小
红花配捐加成等多元加成规则，

全面弱化以人次杠杆调动捐款
额机制。 继 2020 年 99 公益日首
日配捐 36 分钟告罄后，2022 年
首日配捐延长至近 6 小时，遏制
“抢捐”成效显著。 数据显示，规
则的调整初步达成了预期效果。

主会场公众捐赠的 24 亿元
来自哪里、捐向何处、又是怎么
捐的？ 报告对此进行了分析。

从地域来看，河南创造了四
项全能———河南人民捐款金额
最多、河南机构筹得最多、河南
捐款人数最多、 投诉的也最多。
河南省公众累计捐款金额超过
4.1 亿元， 占总捐款额的 17%；公
众参与捐款人数超 251 万人，占
总捐款人数的 13%。

从支持项目数来看，9 月 7
日至 9 日公众捐款总人数 1879
万人，其中 91%的捐款人只支持
一个项目，金额占比 65%，远超捐
多个项目的捐款人。 9%的捐款人
支持了两个及以上项目，金额占
比 35%。

从筹款机构来看， 慈善会
以 28%的捐款人次撬动了 40%
的公众捐款金额。 9 月 7 日至 9
日， 慈善会体系公募机构共上
线了以乡村振兴为主的 2684
个项目，公众筹款金额达 10 亿
元，较 2021 年小幅下降 ；捐款
人次为 1255 万次，较 2021 年下
降了 12%。

表现突出的河南省慈善联
合总会、重庆市慈善总会、陕西

省慈善协会与湖北省慈善总会
等四家机构在 9 月 7 日至 9 日
的筹款金额约为 7.44 亿元，占慈
善会体系筹款总额的 74%。

在“踩刹车”取得初步成效
的情况下，县域公益组织筹款表
现如何？

报告显示，2022 年 99 公益
日， 共有 2408 家一线社会组织
（包括全国型和各地区基金会、一
线公益组织）上线了近 3800 个项

目， 累计筹款金额为 7.1亿元，占
9 月 7 日至 9 日公众捐款总额不
足三分之一；捐款人次约 960 万，
公众捐款人次占比不足四分之
一； 获得配捐金额达 0.9亿元，约
占比 31%。 其中，县级组织上线项
目最多； 省级组织公众捐款金额
最高、公众捐款人次最多、获得配
捐最高；乡级组织仅上线了 60 个
项目，公众捐款金额约 317 万元，
获得 5万人次捐款。

《2022年 99公益日筹款数据盘点》发布
去杠杆踩刹车初见成效 ■ 本报记者 王勇

10 月 26 日， 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宣布将出资 10 亿元为砀
山中学建设新校区

近日，腾讯公益与方德瑞信联合发布了《2022 年 99 公
益日筹款数据盘点（整合版）》（以下简称报告）。2022

年是腾讯 99公益日的第八年，今年除了 9 月 7 日至 9 日的主
会场外， 腾讯公益还于 9 月 4 日至 6 日同时举办了三场针对
河南、江苏和活水计划的“乡村振兴”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