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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捐贈

馬雲與紮克伯格間
相差 600 個王健林
在美國，捐巨款就是家常便飯
其實在美國，超級富豪捐款從來都不是什麽新鮮事兒。早
在 2008 年，比爾· 蓋茨卸任微軟 CEO 時，就宣布他會將自己的
580 億美元財産全數捐給名下的慈善基金。2010 年，股神巴菲特
承諾在其有生之年或去世時將向慈善機構捐出 99%以上的個
人財富。
除了自己捐，他倆撺掇別人一起捐（這其實就是赤果果的
逼捐吧？）
。2010 年，比爾· 蓋茨和巴菲特共同發起
“捐贈誓言”活
動，號召億萬富翁生前或去世後至少用自己一半的財富來做慈
善，本以爲聽到這個消息，富豪們都會
“因病”在家臥床休養，沒
想到還是有上百位億萬富豪響應這個活動。
身價五百三十億美元的布洛德夫婦就在聲明中承諾，會在
生前與往生後捐出 75%財富，並當場放下狠話：
“帶著巨富而
死，是一種恥辱。”
中國富豪略欠豪爽
根據財富研究機構 Wealth-X 和瑞士聯合銀行(UBS)2014 年
發布的
“億萬富翁普查”(Wealth-X and UBS Billionaire Census)
結果顯示，截至 2014 年 6 月，全球億萬富豪總人數達 2325 名，其
中中國以 190 人位列第二，僅次于美帝。
雖然富豪多，但像紮克伯格他們這樣會將財富幾乎傾囊捐
出的卻沒幾個。在 2014 福布斯美國最慷慨的慈善家排行榜中，
紮克伯格和他的太太普莉希拉· 陳以 9.922 億美元高居榜首，槽
值君掐手算了算，這大概折合人民幣 63.5 億元。
這是啥概念？筆者再告訴你一個數據，在福布斯中文版發
布的 2014 年中國慈善榜中，上榜的 100 位企業家（企業）現金捐
贈總額爲 44.6 億元，也就是說，中國捐款最多的 100 個人的善款
加起來，也沒有人家兩口子捐的多。
筆者
“毫不嚴謹”得算了一下，如果按照紮克伯格這次捐出
的 450 億刀（人民幣 2879.4 億）計算，那麽紮克伯格和馬雲（捐款
145 億元，據胡潤慈善榜）之間則差了 600 個王健林（4.4 億元）
。
另外，根據一份對中美兩國慈善捐款的研究報告顯示，
2007 年，中國社會的慈善捐款總額爲 223 億元人民幣，按當年
彙率金額接近 31 億美元，同比，美國當年的慈善捐款金額是中
國慈善捐款總額的 98 倍。2007 年，美國慈善捐款占國民生産總
值的 2.21%, 中國慈善捐款占國民生産總值的 0.09%。
中國富豪更偏愛到海外撒錢
如果說中國富豪都是
“小氣鬼”
，那也不盡然。在中國，一擲
千金、視金錢如糞土的富豪也不少，只是他們一般都偏愛去海
外做慈善，國內同胞沾不到光。

2014 年 9 月 8 日，哈佛大學宣布收到有史以來最大一筆捐
款，3.5 億美元，這筆巨款正是來自香港房地産富豪陳氏家族。
不光是香港富豪，大陸富豪也喜歡向海外捐款。作爲身後
有億萬萬女人撐腰的馬雲爸爸，就將價值超過 169 億元的 3500
萬股阿裏巴巴股份捐給了新加坡的一家慈善機構。
2014 年 7 月，地産大亨潘石屹和他老婆張欣建立的 SOHO
中國基金會宣布設立
“SOHO 中國助學金”
。用官方的話說，就
是爲了
“資助在世界一流大學攻讀本科課程的中國貧困學生，
使他們了解國際頂級大學的經濟資助政策，並鼓勵他們爭取最
好的教育機會，而不被經濟條件所局限。”當然，牛皮不是吹的，
火車不是推的，當月，
“SOHO 中國助學金”就向哈佛大學捐了
1500 萬刀。不過這些都是毛毛雨，據介紹，SOHO 中國將陸續向
海外名校捐款 1 億刀。所以說中國富豪也並不小氣，只是對國
內不太
“大方”
。
如果說我要捐錢，一定要捐一個靠譜的機構吧，錢扔水裏
還能聽一個響呢，何況我要捐的錢能把水坑填平。目前中國有
近千家大小不一、名目各異的基金會，不是信息不透明就是機
構不完善，捐給誰，似乎都不太放心。試想，如果你的愛心資金
最後變成了別人吃喝玩樂的本錢，你還想捐麽？
另外，稅收政策也是讓富豪們向海外捐款的原因。以馬雲
向新加坡的慈善機構捐款爲例，中國把股權捐贈看做銷售，也
就是說，捐贈方與接收方都要納稅。這還不算完，對于有計劃上
市的企業來說，還要上繳股票增值部分 25%的所得稅。不過在
新加坡，慈善機構在出售股權時，就不需要對股票增值的部分
繳納所得稅。所以說，馬爸爸是很會算賬的。

但是否百分真心未可知
作爲世界上的富豪集中營，美國富豪頻頻
“裸捐”的行爲贏
得了不少贊譽。但是這些富豪在收獲贊美的同時，也遭受著質
疑，那就是他們是否是真心慈善。有不少人指出，美國的遺産稅
采用累進稅制，資産越龐大，子女繼承遺産時就要繳納更多的
遺産稅。除了遺産稅，繼承人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按照目前的
稅率，這些億萬富豪一半左右的財富被國家征收是難免的。
另外，美國稅法規定，遺産受益人在繼承遺産前，要先交納
遺産稅，然後才能辦理遺産手續。
通俗來講，就是你作爲富豪，如果想要向把遺産留給子女，
就要先留夠繳納遺産稅的錢，然後再由你的子女繳納個人所得
稅，一層一層扒開你的皮之後，財産也就沒剩多少了。
如果富豪把股票變現還需要交稅，這樣財富損失太大。而
把資産轉贈給一個自己建立的基金會，這部分資産不僅可以免
稅，還可以由自己控制。子女可以享受，自己還能落得一個慈善
家的美名，何樂而不爲呢？
美國的遺産稅在客觀上促進了慈善業的發展。與之相比，
中國還沒有關于遺産稅的立法，相關立法機構正在討論和構建
之中，富人的財産繼承並沒有受到遺産稅的幹擾，能留給子女，
爲什麽還要大把捐出去呢？
所以就有人說，你看，現在全世界都知道紮克伯格捐 450 億
是在避稅了。不過，筆者認爲，無論人家出于什麽目的，只要真
正投入錢做慈善了，這就足夠了吧。

波士頓新聞 Boston Chinese News
分類廣告 Classified Advertisement

收費標準
二星期 $15
四星期 $28
二個月 $54

三個月 $75
六個月 $140
一 年 $260

一(格
)

(1) 刊 登 分 類 廣 告 者, 請 將 廣 告 內 容 Email 到
info@bostonchinesenews.com 或 傳 真 至:
617-354-4156 並請寫上傳真者商號、聯絡人
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 。(資料不全恕不受理, 且不接受電話代寫)
(2)親臨本報社，當期可馬上刊登
•每格可容中文標題六個字及內容五十字, 英文及阿拉伯數字二字
(3)寄至本報, 並附上費用, 本報將儘快刊出
為中文一字，空格、標點符號均須計算。
Tel：617-354-4154 Fax：617-354-4156
•分類廣告基本費用 15 元(兩週), 中途停刊者, 恕不退費。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內容均不得改稿, 若需改稿, 每次酌收費 Email:info@bostonchinesenews.com
用 5 元。
1105 Mass Ave. #3E, Cambridge, MA 02138

◆若付支票 收到後即登出

◆接受Visa, Master, Discover

SunriseELC 誠徵校長及老師
餐館衛生證書
校長要有 LI/T/P 和 DirectorI 牌,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有經驗, 優薪, 在 Malden 及 Quincy,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請致電:781-480-4071,
意者請電：關先生
email: sunrise123info@gmail.com
781.664.7428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海味出售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781-888-6898 Hai(小林)

餐館連地售

快餐店出售
位於 Allen 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469.878.8226

(餐館)
(手機)
300-021810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300-040109

Boston Chinese News

創業良機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 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 立方呎座位 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 15 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

芝加哥 28 年西式家具,
燈 飾, 進 口 批 發, 業 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創業者歡迎洽詢
(773)522-9434 謝先生

海味出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300-110608

餐館出售

中式快餐店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 650,000，

中式快餐店有 DRIVE THRU

房租 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300-111116

1105 Mass Ave. (Harvard Square), #3E, Cambridge, MA 02138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Tel: 617-354-4154

Fax: 617-354-4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