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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由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美国东西
方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东西
方慈善论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近百位中外慈善领袖汇聚檀香
山市，以“百年慈善·新使命”为
主题，共同探讨百年慈善面临的
新挑战与新机遇，商议在全球化
进程加速、 经济一体化程度加
深、民族国家治理架构松动的新
时代，全球慈善界如何更好地承
担使命，如何通过公益金融创新
等新形式有效开展联合行动，为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污
染、贫困与饥饿、重大传染疾病
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做
出更大贡献。

世界需要慈善家的重大行动

“企业家面临新使命！ ”深圳
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说。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财富分配
趋于两极分化，新兴国家的收入
不平等趋势需要警惕。 占全球人
口 0.7%的百万富翁占有全球
44%的财富，而 69.8%的人（32.82
亿人） 个人财富总量只占全球
2.9%；富人需要承担更大责任。

2015 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会通过了 《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议
程是为人类、地球与繁荣制订的
行动计划。 它还旨在加强世界和
平和增加自由。 我们认识到，消
除一切形式和层面的贫穷，包括
消除极端贫穷，是世界最大的挑
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的要求。

王振耀表示，世界慈善家需
要对全球性问题进行有力量的
回应。 超越国界的活动最为需要
的是世界慈善家的合作。 世界性
的金融机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
务跨国界进行，跨国贷款、跨国
证券发行和跨国并购体系已经
形成。 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大
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国界联合研
发广泛发展。 气候与社会发展问
题的挑战日益超越国界并转化
为全球各国政府的共同行动。

“东西方慈善论坛” 由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慈善领袖与商界
精英发起创立，论坛以“慈善改
变世界，慈善塑造未来”为愿景，

目的是在世界发展进入善经济
时代、人类社会进入新文明阶段
的背景下，凝聚公益智慧解决全
球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

作为东西方慈善论坛的创
始人之一，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
根生在本届论坛上提出了“百年
低碳·新思维”的概念。 他认为，
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
会意识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逐
渐觉醒，并就保护生态环境与维
护公众利益形成共识；一个提倡
“低碳环保”且以“利他主义、公
众利益”为核心的“善经济时代”
已经到来。

“赚钱是技术，花钱是艺术。
生产的目的和生存的目的都是
为了生活， 通过公益的方式，让
不能过上好日子的人，过上好日
子。 ”牛根生呼吁慈善家们行动
起来，“行动！ 行动！ 行动！ ”

作为呼应，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
社社长刘京十分认同将优秀公
益理念付诸行动的观点。 在论坛
上，他表示，公益时报即将联合
国内十大公募基金会启动公益
组织联合平台，共同为中国公益
发声，并同时发起中国公益人才
计划，以众筹的方式为国内公益
组织的秘书长筹集年薪，促进中
国公益生态环境的改善。

全球慈善圈促成慈善家
联合的动力

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
告》显示，截至 2015 年，中国百万
美元富翁数量超 133 万人，近万
中国人资产净值超 5000 万美
元，人数位居世界第二。 波士顿
咨询公司的 2014 年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仍是全球拥有最多百万
美元富翁的国家， 较 2013 年增
长 4.7%至 690 万人。

“亚洲会进一步崛起， 美国
也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一
个有动力的社会，美国吸引了很
多社会资源，会继续做大量公益
事业。 ”东西方中心总裁查尔斯·
莫瑞森 (Charles Morrison)认为，
如何促进集体行动？ 领导力、合
作很重要。 不仅在大学培养人
才， 也要把各个机构联合起来，
和各个国家一起造福人类。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成员
佩吉· 杜兰妮 (Peggy Dulany)表
示，我们需要长期项目，在不同
领域把大家联合起来。 不仅以我
们的领导风格起到连接作用，也
要做大量案例研究，从别人的成
功经验中学习，看看在什么情况
下慈善家发挥作用更大。

无分歧时代来临，慈善成为
GDP 的重要构成。合作已经有了
良好的国际基础。 第一届东西方
慈善论坛促成了中美环境保护
方面的合作与公益教育、儿童博
物馆等项目的落实；第二届东西
方慈善论坛促成了比尔·盖茨和
瑞·达利欧(Ray Dalio)与牛根生、
何巧女、叶庆均五大中美慈善家
的合作机制，2015 年 11 月 12 日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在北京宣布
成立……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全球慈善合作伙伴关系主任罗
伯特·罗森说：“我们非常高兴能
成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赞助
者之一。 在美国只有五分之一的
人认为自己的捐赠是有效率的，
我们要考虑一下如何让更多的
人参与进来， 我们要心脑结合，
要调动人们的热情，也要动用我
们的智慧，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

新力量崛起推动慈善家
使命践行

面对国际公益慈善的新变
化，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长马
蔚华认为，中国慈善正处于深刻
的历史转型期，由政府主导到民
间主导，由社会精英和财富人群

主导到大众参与做主导，从个体
慈善行为，向组织化、企业化的
转型，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
转型。“国际的公益慈善发展很
快， 新观点新公益络绎不绝，影
响力投资、慈善信托、公益创投
等等， 把商业的模式引入公益，
把公益的模式引入商业。 ”

东西方慈善论坛一直致力
于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家、
企业家、政界领袖和学界精英搭
建思想交流平台与实践合作桥
梁，定期探讨慈善事业发展的新
趋势、全球慈善面临的新挑战及
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新路径，促
进慈善理念与知识革新，推动慈
善战略创新。

另一方面，女性慈善领袖正
在崛起，国家创新与战略发展研
究会高级顾问施燕华表示，国际
上第一夫人在慈善领域很活跃，
这促使政府官员更积极地认识
到慈善的重要性。 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政策
倡导及政府关系副主任耿明称，
现阶段女性慈善领袖参与程度
偏低，她们大多支持丈夫参与公
益。 所以在培养慈善管理人员
时，也要培养女商人参与，培养
女性慈善家用自己的声音和领
导力来推动慈善的发展。 佩吉·
杜兰妮认为，不仅需要妇女走上
领导岗位， 更需以女性的爱心，
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在人类文明达到人均 GDP
一万美元并且在 13 亿人口的中
国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以
后，中美两大文明的交汇正待做
出选择。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
史蒂芬·海因茨 (Stephen Heintz)
表示， 我们需要创新的龙头老
大，我们要有计划，我们要管理
风险， 学习行之有效的经验，但
也要有谦卑的态度，对所有人和
大自然都有开放的心态。 马蔚华
称：“我们要及时研究新问题，谁
掌握需求， 谁对未来精准定位，
谁就赢得未来。 ”

作为本届论坛主席，北京巧
女公益基金会会长何巧女称，全
球慈善家应该更好地行动，以加
强和推动东西方两大文明在慈
善领域的完美对接，凝聚东西方
慈善力量，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
的挑战和问题。 为此，她从全球、
中国、女性等不同层面，提出行
动倡议，以慈善家联合的行动方
案，践行慈善家的新使命。

她相信， 全球慈善家联合行
动方案将是全球慈善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 也将成为人类应对全球
挑战的中坚力量之一。“中国企业
家投入慈善的热情如春风般的温
暖，在中国公益的春天里，很幸运
的是有一架播种机在辛勤地播撒
着公益的种子， 这就是深圳国际
公益学院。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
多诸如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好项
目涌现， 中国慈善的春天必将繁
花似锦。 ”何巧女说。

本届论坛由北京巧女公益
基金会资助， 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 北京达理公益基金
会、老牛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
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洛克
菲勒兄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提
供战略支持。

第三届东西方慈善论坛成功举办
中美慈善家合作走向实质性联合

第一届东西方慈善论坛
主题：全球转型与慈善家使命
行动：
●确定行动与合作的宗旨
●建立了中美大慈善家之

间合作的机制
●论坛促成了中美环境保

护方面的合作与公益教育、儿童

博物馆等项目的落实
第二届东西方慈善论坛
主题：战略慈善与影响力
行动：
●在家族慈善方面向洛克

菲勒家族特别是 Richard Rock鄄
efeller 致以最高敬意并决定由中
美慈善家联合建立基金以支持

中美年轻慈善家的交流
●促成了比尔·盖茨和 Ray

Dalio 与牛根生、何巧女 、叶庆均
五大中美慈善家的合作机制

2015 年 11 月 12 日深圳国
际公益学院在北京宣布成立

●RBF 与老牛兄妹基金会合
作设立 Richard Rockefeller基金

东西方慈善论坛历届主题与行动
链接

第三届东西方慈善论坛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市举行

在本届东西方慈善论坛上，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表示将启动公益组织联合平台，促进中国公
益生态环境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