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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和开展交叉
前沿科学研究。

山东高校校友
捐赠金额山大最高

梳理山东高校校友捐款情况
发现，截至目前，山东高校接受校
友捐赠总金额过亿的只有山东大
学。不过，近年来，山东其他高校
校友捐赠也日渐活跃。

艾瑞深校友会网统计显示，
自1980年至2020年6月，山大累计
接受校友捐赠总金额为1 . 49亿
元。其中，个人累计捐赠金额最高
的是山东大学1980级校友王晨。
近十年来，王晨校友先后捐赠六
千余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母校发
展，创造了山大个人捐款数额之
最，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和积
极的引领作用，带动大批校友通
过各种途径为母校建设发展贡献
力量。

记者注意到，2019年11月25
日，在山东大学即将迎来双甲子
华诞、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建院
70周年的里程碑时刻，山东大学
工业自动化研究生1986级校友、
上海新时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纪德法捐资一千万元支持母
校事业发展。2017年9月26日，中
鼎贝特集团向山东大学捐款3000
万元人民币，集团董事长秦昶系
山东大学热能工程专业1988级校
友。2017年9月9日，银丰集团向山
东大学捐赠1000万元支持母校事
业发展，该集团董事长王伟系山
东大学无线电80级校友。

除山东大学外，2019年10月25
日，中国海洋大学建校95周年之
际，1995级校友、北京五八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CEO姚劲波个人捐资
1000万元在中国海洋大学设立“58
创新创业基金”，北京五八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捐资1000万元共建中
国海洋大学“58卓越人才班”。

2018年10月18日，山东艺术
学院六十周年校庆，1987级校友、
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童年向学校捐款1100万
元，设立了“童年艺术创作奖”。
2020年12月24日，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90后校友王浩宇捐赠1300万
元支持母校发展等。

2020年中国哪所大学
校友捐赠金额最多？

校友捐赠是评价世界一流大
学的核心指标，由全国第三方大
学评价研究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
连续11年独家发布中国大学校友
捐赠排名。最新排名显示，清华大
学获得校友捐赠47亿元，问鼎校友
会2020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冠
军。北京大学获捐31 .87亿元，排名
第二，中国人民大学获捐21 . 57亿
元，排名第三，共52所学校跻身

“亿元俱乐部”。
除此之外，武汉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南
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南大学分列
前十名。其中南开大学较2019年
校友捐赠总额4 . 15亿元上升到
9 . 04亿，首次进入全国前8强，创
历史最高排名，表现十分抢眼。

从整体上看，国内大学所获捐
赠中，东部大学获得的捐赠额明显
超过西部。综合实力强、办学水平
高、商界校友多、德育成果好、慈善
意识强、校园环境美、校友工作棒、
创业教育早、人文感情深的高校更
容易获得校友的捐赠。

亿元人民币；9月16日，四川大学
获得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安琪儿医疗控股集团和中国
工商银行分行捐赠的3 . 2亿元人
民币。

此外，2019年10月，字节跳动
创始人张一鸣，向母校南开大学捐
赠1亿元人民币。2018年4月，百度

创始人李彦宏携夫人马东敏，向母
校北京大学捐赠6 . 6亿元人民币。
2015年4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向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捐款1亿元人
民币。2019年4月，一号店创始人于
刚携夫人，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
800万美元。2018年2月，正商集团
董事长张敬国，向母校郑州大学捐

赠1亿元人民币。2016年12月，建业
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向母校郑州大
学捐赠1亿元人民币。

校友单笔捐赠金额在1亿元
以下的更是不胜枚举。比如武汉
大学校友、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向母校捐款9999万元用于建设科
技楼，主要用于建设武汉大学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玉芹

北大收到建校以来
最大一笔校友捐赠

3月3日，北京大学中公教育
发展基金捐赠仪式在学校英杰交
流中心举行。九五级校友李永新
校友和他创建的北京中公公益基
金会在此前已经捐赠1亿8千万元
的基础上，再次捐赠10亿元，设立
北京大学中公教育发展基金，全
面支持北大学科建设、教学科研、
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
发展。这是北大建校以来最大一
笔个人捐赠，也是最大一笔校友
捐赠。

李永新在致辞中回顾了学生
时代的北大生活，表达了对恩师
悉心培育的感恩之心，抒发了对
母校的热爱之情。他说，正是在北
大的精神指引与北大校友们莫大
的支持与鼓励下，收获了中公教
育的成长与发展。“同20多年前我
在北大所收获的善意、美好、人生
指引、思考、精神与奋斗的力量相
比，我的付出与努力以及对母校
的回报还远远不够。”他表示，中
公教育一定要再努力些，再拼搏
一些，为北大、为教育、为社会作
更大的贡献。未来为社会、为教育
捐助的第一个100亿也一定要给
北大。

近年来，北大校友捐赠规模
不断提高，形式愈加多元。校友捐
赠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在人才培
养、教师发展、学术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各个领域的
重要助力，为北大扎根中国大地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不竭的
动力。

中国校友个人捐赠
最高纪录仍然未破

优秀校友是大学最杰出的产
品。校友捐赠是世界一流大学的
常态，也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
核心指标。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快
速发展以及有关政策的鼓励和支
持，使一些高校在校友捐赠方面
颇有收获。校友单笔捐款数额越
来越大，受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多
所学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

“亿元俱乐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校

友个人捐赠累计超过10亿元的，
加上北大校友李永新，共5人。其
他四位分别是清华大学校友、融
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复旦
大学校友、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
事长卢志强，北京大学校友、北京
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电
子科技大学校友、重庆市博恩科
技集团董事长熊新翔。其中单笔
捐赠最高纪录由电子科技大学校
友、重庆市博恩科技集团董事长
熊新翔保持。2016年9月21日，正
值60周年校庆之际的电子科技大
学收到一笔厚礼——— 1986级校
友、博恩集团董事长熊新翔向母
校捐资10 . 3亿元设立“博恩教育
发展基金”，创造了国内校友捐赠
的单笔最高纪录。

仅2020年9月16日至9月20日
五天时间内，先后有三所985大学
获得了巨额捐赠。其中，9月20日，
复旦大学获得宝龙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建康捐赠的5亿元人民币；9
月18日，北京理工大学获得君正
集团董事局主席杜江涛捐赠的8

北大获10亿元校友捐赠，52所大学获赠金额跻身“亿元俱乐部”

盘点校友捐赠 到底谁更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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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杰出校友是大学的宝贵财
富。近年来，校友捐赠已经成为学校

发展的重要助力。大学校友捐赠总额、单
笔捐赠金额、校友个人捐赠金额等最高纪录

不断被刷新。3月3日，北京大学收到该校建校以
来最大一笔个人捐赠，也是最大一笔校友捐赠，
来自九五级校友李永新向母校捐赠10亿元(人民
币，下同)。不过，校友单笔捐赠最高纪录依然
由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熊新翔保持，单笔捐

赠金额为10 . 3亿元。

校友会2020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部分）
名次 学校名称 捐赠总额(亿) 全国排名 星级排名 办学层次

1 清华大学 47 . 20 2 8★ 世界一流大学

2 北京大学 31 . 87 1 8★ 世界一流大学

3 中国人民大学 21 . 57 9 8★ 世界一流大学

4 武汉大学 19 . 33 10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5 复旦大学 17 . 73 3 8★ 世界一流大学

6 浙江大学 17 . 05 4 8★ 世界一流大学

7 电子科技大学 15 . 83 34 6★ 世界高水平大学

8 南开大学 9 . 04 12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9 天津大学 8 . 77 10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10 中南大学 8 . 11 25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11 福州大学 7 . 72 68 4★ 中国高水平大学

12 深圳大学 7 . 69 107 4★ 中国高水平大学

13 四川大学 6 . 82 18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14 上海交通大学 6 . 28 6 8★ 世界一流大学

15 南京大学 6 . 21 5 8★ 世界一流大学

16 河海大学 6 . 09 37 6★ 世界高水平大学

17 厦门大学 5 . 65 23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 60 8 8★ 世界一流大学

19 西北工业大学 4 . 89 24 6★ 世界高水平大学

20 重庆大学 4 . 57 35 6★ 世界高水平大学

21 华南理工大学 4 . 32 29 6★ 世界高水平大学

22 西安交通大学 4 . 02 15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23 华中科技大学 3 . 91 7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24 中山大学 3 . 21 14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25 同济大学 3 . 01 20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26 中国农业大学 2 . 97 33 6★ 世界高水平大学

2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 81 21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2 . 76 16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42 山东大学 1 . 49 13 7★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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