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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

迎接中国公益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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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15 年前 ，《公益时报 》
创立之初，民政部很多老同事都
不理解 ，甚至开玩笑说 ，这是在
做一件打水漂的事情。 以今天的
视角回看世纪之交，那是一段对
于中国公益有着特殊意义的时
期。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
“资本觉醒”的时代，改革开放点
燃了中国人发家致富、积累财富
的梦想， 那么 2000 年前后则可
以被称为“公益觉醒”的时代，尽
管这种觉醒还非常朦胧，只在少
数的精英阶层中蔓延，但却对后
来的公益潮流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这 15 年里 ，我们观察 、记
录和分享了中国公益的发展历
程，也担当起行业媒体的社会责
任： 调研数据发布中国慈善榜、
联手腾讯举办中国公益新闻年
会 、 推动行业策划中国社工年
会、整合资源落实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案例寻找项目……《公
益时报 》旗帜鲜明地扬善 ，践行
着我们的创刊使命———守望公
众利益。

在这 15 年里，我们见证了中
国企业家向慈善家的转型， 见证
了中国公益组织的壮大， 见证了
中国学界对于公益现状的批评和
指导， 见证了中国政府为发展公
益事业出台的各种新政， 见证了
中国媒体公益报道水平的不断提
高， 也见证了中国弱势群体的生
活因为公益力量而得到改善！

今天的年会 ， 对于我们来
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们的联
合主办方是传媒、扶贫、妇女、儿
童、社会救助、互联网、社会工作
等领域的卓越代表；分享嘉宾来
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
江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深圳国际公益慈善学
院等高端智库；我们联手打造具
有影响力、公信力和前瞻性的对
话平台，一同倡导中国公益界共
创、共享、共精彩！

回首过去的 2016 年，如果我
们承认 “允许民营企业大力发
展”是中国历史上为企业发展提
供的一次制度性安排 ，那么 《慈
善法》的出台就是为中国社会力
量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制 度 性 保
障———“慈善组织 ” 成为在法律
主体上对专项社会组织做出的
历史性认定。

这一里程碑事件的背后是中
国公益力量的迅速壮大： 公益组
织从过去的 100 多家， 发展到今
天仅基金会就超过 5000 家；大额
捐赠从过去的几万、几十万，发展
到今天单笔捐赠几亿、 几十亿甚
至上百亿； 捐赠方式从单一的现
金捐赠，发展到今天股票捐赠、股
权捐赠、 产权捐赠等一系列多元
行为……公益已经深入人心，并
正在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中
国慈善家群体正在形成

2016 年，中国的经济形势虽

然不容乐观，但公益捐赠却得到
了有目共睹的发展：4 月，马化腾
宣布将捐出一亿股腾讯股票注
入正在筹建的公益基金；9 月，熊
新翔捐资 10.3 亿元设立“博恩教
育发展基金”；10 月，传化集团股
东捐出总价值 30 亿的现金和有
价证券，注入筹建中的传化公益
基金会；12 月， 陈天桥夫妇宣布
捐赠 1.15 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
究……就在昨天，又从中国民主
同盟的发起人之一、教育家张澜
的孙辈、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
那里得知，这位企业家正在做人
生下半程的规划，欲筹划成立张
澜教育公益基金会。

大额捐赠的持续涌现，彰显
了中国企业家的时代特征：以牛
根生 、曹德旺 、许荣茂 、黄如论 、
陈一丹等为代表的企业家愈发
意识到价值观和使命感的重要
性，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资金捐
赠 ，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他们
既是在商业领域纵横驰骋的精
英，也是在公益领域不断发力的
英雄；他们完成了从企业家到慈
善家身份的转变，在提高社会效
率上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互
联网继续改变中国公益生态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壁垒 ，为
社会各界参与公益创新提供了
新的通道和新的思路：阿里巴巴
举办首届全球 XIN 公益大会，鼓
励草根公益组织，支持全球环保
行动 ， 关心全国 4000 余万乡村
儿童和乡村教师；新浪微公益借
助微博之力，不仅为求助者提供
平台， 还向公众传递公益理念；
腾讯再次发起“99 公益日”活动，
仅三天就有 3643 个公益项目上
线 ，共筹集资金 6.05 亿元 ，吸引
了 677 万人次捐赠 ，网友捐赠善
款达 3.05 亿；基于社交的全民众
筹平台轻松筹仅在上半年就发
起个人救助项目四万五千余个，
筹集资金总额超过 4.5 亿元……
“互联网+公益”迸发出的惊人能
量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公众不乏
爱心 ， 我们需要做的是打通善
路。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公
益制度安排迈上了新台阶

2016 年 ，《慈善法 》 正式实
施， 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法规也
相继出台 ：两办印发了 《关于改
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
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社
会组织三大条例相继修订并向
社会征求意见 ； 民政部制定了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 》 《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关于慈
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
和管理费用的规定 》《公开募捐
平台服务管理办法 》 等具体实
施细则……

它们塑造了慈善领域的基

本运行规则，对于推进中国慈善
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社
会组织力量迎来新的发展

“民非”时代终结，社会服务
机构时代到来。 截至去年的第三
季度末，全国登记的社会组织已
达 67.5 万个 ， 其中 ， 社会团体
32.8 万个，社会服务机构 34.2 万
个，基金会 5204 个。

我们的公益组织有效回应
了社会诉求，规范捐赠款物的使
用 ，健全组织结构的治理 ，强化
信息公开 ，增强服务意识 ，获得
了捐赠人的信任 。 据不完全统
计：2016 年，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捐赠收入突破 6 亿元；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共筹集资金 4 亿
元 ； 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捐赠
3.95 亿元；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捐赠收入超过 3.12 亿
元；中国华侨基金会捐赠收入达
1.7 亿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筹集资金 1.35 亿元……这些善
款在扶贫 、医疗 、教育 、儿童 、社
会救助等多个领域发挥了积极
作用。

同时，传统的基金会也转变
了以服务捐赠人为主导的理念，
开始设计新的公益项目，以提升
对困境群体的服务水平来吸引
捐赠人的持续参与。 而老牛基金
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河仁
慈善基金会等由个人或者企业
设立的基金会，不仅捐赠支出额
巨大 ，还积极探索专业化 、现代
化的资助模式，用更有效的方式
推动社会进步。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社
会服务机构发展迎来新机遇

中国社会工作在快速发展
十年后，迎来高点。 民政部联合
中央 12 部门出台 《关于加强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
励保障的意见》， 明确了社工的
职责 ，尤其与其他职业 、与志愿
者进行了区分；更多机构的岗位

将向社工敞开，包括体制内和体
制外 ；社工的薪酬调整 、社会保
险、公积金、户籍、保障房等都有
了清晰的说法，收费服务得到了
正名……

我国初步建成了综合政策
引领 、专项政策配套 、地方政策
支撑的社会工作制度框架；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规
模总量已达到 76 万人， 其中持
证社工近 30 万人 ； 相关事业单
位 、群团组织 、社区和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超过 20 万
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到 6600
余家。

社会创新的核心在社区 ，社
区创新的核心在组织，社工机构
具有扎根于社区的特性与对接
公益服务的黏性，势必会为公益
界的长远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撑。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公
益领域多元化发展行业格局逐
步形成

政府持续“简政放权 ”，为企
业和社会组织腾挪了更多参与
社会治理的空间：去年初，《关于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
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 》发
布，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不再需要申请，大大降
低了公益组织的行政负担；国务
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鼓励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留守儿童
的保护工作 ；之前提到配合 《慈
善法》 出台的系列政策法规，更
是为社会组织摆脱了体制掣肘。

政府部门在进一步明晰职
责的同时，加强管理、驱逐劣弊：
民政部对社会组织实行“宽进严
管”， 公布了多批 “离岸社团 ”、
“山寨社团 ”， 总数超过 400 个 ；
随着行业环境的净化和政策的
加强，民政部通报了多家年度检
查不合格的基金会。

王振耀、王名、康晓光 、师曾
志 、金锦萍 、邓国胜等一批学者
用学术研究 、实践咨询 、决策参
与等方式，积极推动《慈善法》的
落地，加速公益进程。 更多高校

成立了相关智库，继清华大学公
益慈善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中山大学中国公
益慈善研究院、国家开放大学社
会工作学院后，中国人民大学于
2016 年 7 月成立了中国公益创
新研究院 ，当然 ，还有马蔚华先
生担任董事会主席的深圳国际
公益慈善学院。 这些学院通过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公益慈善
与国家治理相结合；通过对政策
制定的建议和倡导，推动整个社
会的发展与转型。

包括我们今天到场分享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鄄
BA 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教授 、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朱睿教授等，
也都为中国公益的发展提供了
有价值的思想。

我们的媒体继续营造公益
氛围 、发掘公益典范 、弘扬公益
精神，客观地记录每一个创新案
例 、 谨慎地收集每一个捐赠数
据 、 虔诚地传播每一个爱心人
物。

在中国， 一个涵盖了政府 、
捐赠人、社会组织、传播者、研究
者、弱势群体等多种元素的公益
生态正在形成。

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公
益力量继续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建设

对于企业而言 ，随着企业社
会责任理念的逐渐普及以及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具体现实，
公益事业———已经被纳入企业
社会责任体系的核心框架。 “使
命驱动 ”的企业 ，一定以利益他
人为先，这也是伟大的企业之所
以伟大的最重要一点。

几天前，《公益时报 》刚刚举
办了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卓越奖 ，发布了 《2016 中国企业
公益项目研究报告》， 报告中收
集的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的普惠金融创新项目、阿里巴巴
的天天正能量项目、博世中国的
新疆阿勒泰地区山村幼儿园拓
展及教师培训项目、现代汽车的
内蒙古治沙项目等，都充分体现
了企业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
题的时代责任与非常表现。

今天，我们联合中国公益界
的领军机构 ，召开 “2016 中国公
益年会”，将回顾与前瞻相结合，
致力于加速实现多方的有效联
动，寻求行业发展平台的建设之
道 ，为参与 、关心和支持公益界
发展的各位来宾提供一个开放、
包容的思想市场和交流平台！ 年
会展示那些有影响力 、 有使命
感 、 努力推动公益事业进程的
人；表彰那些有担当、有责任、助
力公益的企业；凸显那些持续为
公益呼吁，并身体力行参与公益
的每一份力量。

祝贺所有获得荣誉的个人 、
企业 ，你们的力量 ，是我们坚守
使命、继续前行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