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统计 ，11 月共
出现 23 笔千万元及以

上大额捐赠 (含承诺捐赠和物资
捐赠 )，包括 3 笔亿元捐赠、20 笔
千万元捐赠， 总额约为 1056595
万元。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1
月 15 日， 由腾讯公司发起的基
石科学基金会宣布落地深圳，腾
讯公司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投入
100 亿元，资助基础研究。

11 月新增
三笔亿元捐赠

捐赠金额达到亿元及以上
的有三笔，其中有两笔投向教育
领域。

11 月 6 日，在第五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顶科协
大学校长咨询与协作委员会宣
布成立。 首批创始会员深圳韦玥
创意投资集团董事长利青向上
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
捐赠 1 亿元，专项用于支持顶科
协与顶尖大学开展合作。

11 月 8 日，在“中国茅台·国
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2022
年分享会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代总经理李静仁向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递交 1
亿元捐赠支票， 用于开展 2022
“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公益助学活动。 据公开
报道，自 2012 年至今连续 11 年，
茅台累计捐资 11 亿元， 帮助 21
万余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覆盖
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2700 多个县，其中以“三区三
州”地区为主。

另外一笔捐赠投向科技领
域。 11 月 15 日，在 2022 西丽湖
论坛现场，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宣
布落地深圳。 据悉，该基金会由
腾讯公司发起，腾讯公司计划在
10 年内投入 100 亿元， 支持一
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实
现“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 今年
7 月，“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已启
动首次申报，项目设置数学与物
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两个领
域，同时鼓励学科交叉研究。

企业及个人千万元
捐赠达 20 笔

在千万元级捐赠方面，来自
企业及个人的捐赠共 20 笔。 其
中值得关注的是， 在 11 月 6 日
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开幕式上，深圳爱圣国际教
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关云平
向顶科基金会捐赠 3000 万元，

专项用于支持顶尖中学联盟的
发展；深圳市恒创睿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鹏向顶科
基金会捐赠 3000 万元， 专项用
于顶科协启动创办系列科学期
刊。

11 月 11 日，在“宜兴市教育
发展基金”第二批集中捐赠仪式
上， 双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宜
兴市君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宜
兴市振球投资有限公司等向“宜

兴市教育发展基金” 集中捐赠
3300 万元。 11 月 26 日，在“北京
大学百洋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基金” 捐赠签约仪式上，百
洋医药集团捐赠设立为期 10
年、总金额 2000 万元的基金，用
于支持北京大学医学领域的科
研成果转化。 11 月 29 日，在“互
助关爱·幸福永联”2022 年永联
为民基金会慈善募捐大会上，永
卓控股及旗下子公司、企业职工
共计捐赠 2700 万元。

综上，11 月共出现 23 笔
1000 万元及以上大额捐赠，包括
3 笔亿元捐赠、20 笔千万元捐
赠。 相比而言，9 月和 10 月的捐
赠笔数分别为 117 笔、34 笔，11
月捐赠笔数呈下降趋势。 用途方
面，除腾讯公司计划向新基石科
学基金会投入的 100 亿元，其余
捐赠资金里投向教育领域的捐
赠有 11 笔， 金额约 3.8 亿元，占
比 66%；投向抗疫领域的捐赠金
额约为 0.9 亿元，占比为 14%；其
余捐赠投向科技及乡村振兴等
领域。

■ 本报记者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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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大额捐赠一览
共出现 23笔千万元及以上捐赠，捐赠笔数有所下降

近日，深圳市龙
华区慈善会举行第
二届会员大会暨第
二届理事会就职典
礼。 会议听取、审议
并通过了《龙华区慈
善会第一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龙华区
慈善会第一届理事
会财务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龙华区慈
善会换届选举办法》
《龙华区慈善会章
程》修订草案 ，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理事
会领导班子，房品新
当选为龙华区慈善
会会长，钟燕当选为
监事长。

深圳市民政局
一级调研员肖卫国
表示， 希望区慈善会在新的起
点上勇于担当，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探索“互联网+慈善”、慈善
信托、 公益创投等公益慈善模
式，聚焦群众关切、社会关注、
发展关键， 与时代发展同向共
进；要加强统筹工作力度，巩固
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加强
公益慈善品牌的打造， 更好满
足困难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的
需求； 要充分利用“中华慈善
日”等契机，开展内容更丰富、
形式更多样的慈善实践活动和
法律宣传， 提高公众对慈善的
认知， 为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华龙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
长詹惠军指出，站在新起点、面
对新任务， 新一届理事会要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履职尽责、勇毅前行。 要
坚持“人民慈善”，聚焦群众关
切，满足群众慈善新需求；要坚
持“法治慈善”，促进健康发展，
探索公益慈善新模式； 要坚持
“数字慈善”，赋能科技手段，畅
通公益慈善新渠道；要坚持“阳
光慈善”， 塑造慈善公信力，打
造先行示范新形象。

大会现场还举行了捐赠仪
式， 爱心企业家累计捐赠款项
4600 万余元。房品新表示，新一

届慈善会领导班子将秉承公益
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砥砺
前行，继续谋划好慈善项目，利
用好慈善枢纽平台， 发挥好慈
善阵地作用， 为慈善事业创新
发展提供更多龙华经验。

据悉， 龙华区慈善会于
2016 年 5 月 6 日正式挂牌成
立。 截至 2022 年 11 月，龙华区
慈善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
资金物资逾 3.18 亿元， 善款支
出近 2.4 亿元， 设立 68 支慈善
基金， 共开展 500 余个公益项
目，直接受益群体上万人次，参
与慈善捐赠活动居民超过百万
人次。

深圳市龙华区慈善会：
六年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逾 3.18亿元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近日， 腾讯发布 2022 年度
第二份可持续社会价值季度报
告。 报告以“人人爱公益”为主
题，聚焦公益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和思考，系统回顾了近年来腾讯
公益的探索。

从报告中可看出，公益数字
化不断带来新动能，让公益变得
更有趣、 更具声量且更触手可
及， 同时也让公益变得更加透
明、高效、专业。 此外，多元化的
场景也给公益实践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丰富体验，极大扩展了公
益的边界。人、工具、场景的有效
融合，推动了从“人人可公益”到

“人人爱公益”的进化。 这是“可
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在公益领域
的落地生根。

去年 4 月，腾讯将“推动可

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纳入公司核
心战略，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
业部（SSV），与社会各界共创，
开启新的探索与尝试。 2022 年，
在发布社会价值年报的基础上，
腾讯启动季度报告机制，及时总
结和分享探索过程中的经验与
方法，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关切。

2021年年底，腾讯公司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
出了用户（C）、产业（B）和社会
（S）三位一体的发展思路。 而在
公益事业中，腾讯的实践、创新
同样遵循并践行着 CBS。经过多
年不断探索，腾讯逐步建构起了
覆盖“人、工具、场景”三大核心
要素的公益可持续发展路径。

2022 年，99 公益日进入第
八个年头，腾讯公益提出“以公

益用户为中心”，通
过创新公益模式激
发用户内心对公益
的认可，培育用户对
公益的持续关注。

腾讯可持续社
会价值副总裁、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葛燄在报告中
指出，“公益平台发
展到现在，我们努力
解决的是人人可公
益的问题，即如何通
过技术让每一个人
都能参与公益，人人
爱公益是我们下一
步要做的事。 ”

人人爱公益
腾讯发布第二份可持续社会
价值季度报告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11月 15日，由腾讯发起的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宣布落地深圳。 腾讯
将在 10年内投入 100亿元，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

� � 深圳市龙华区慈善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暨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
礼现场（图片来源：深圳新闻网）

� � 2021 年年底，马化腾提出了用户（C）、
产业（B）和社会（S）三位一体的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