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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

弘扬企业家精神，让公益更加专业有效
“帮老弱者安生， 助贫困者

自强”，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定位。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2009 年成
立以来， 开展了包括幸福列车、
聆天使公益计划、儿童公益电影
等项目。

幸福列车是把留守儿童从
农村里带到父母打工的城市，让
他们得以团聚；聆天使计划是帮
助聋哑儿童进行手术，让他们回
归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一直在通过开展不同
的公益项目，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 从 2012 年的筹款 2800 万
元，到今年筹款突破 1.7 亿元。

能够这样迅速发展 ，是因为
我们在不断地创新与改变。 我们
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三次转型：向
市场化公益转型 ， 向互联网转
型，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 我们
对公益的理解， 不仅需要善心、
好心 ，也需要情怀 、情感 、情操 ，
还需要专业、敬业、职业，更需要
高效率、可持续。

做公益 ， 要具备企业家精
神———担当 、责任 、高效 、创新 、

合作。 要让捐赠人和受赠人都对
我们信任。 做公益，需要走市场
化的道路 ， 要进行企业化的管
理，诚信管理、品牌管理、战略管
理 、风险管理等 ，只有具备了企
业家精神， 以企业的模式运作，
才能实现公益的快速发展。

当前， 基金会的发展受到很
多挑战，比如基金缺乏，我们原始
注册资金是不能动的， 而每年的
筹款，在第二年需要支出其 70%，
这是硬性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发展，就要扩大慈善规模，

拥有基金，提取管理费。 因为对于
一个小的基金会， 管理费是生存
的必要条件， 对于一个大的基金
会，管理费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
们要靠基金会积累下来的管理费
不断滚动扩大，成为自有资金。 除
此之外，还要引进更多的理事，让
理事扩大基金会的股本金， 进而
进行有效稳健的投资。

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有志
之士，认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的宗旨和理念， 可以加入我们，
一同努力。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何继宁：

助力海外公益事业发展
慈善家是不是要捐赠海外，

我们的公益组织如何走向海外，
最近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我
认为，我们要积极拓展海外公益
事业。

首先，我觉得拓展海外公益
慈善事业是源于人道主义的关
怀。 公益慈善首先是人道主义，
是超越民族 、超越国界 、超越宗
教信仰的存在。 面对受助者的需
求和眼光，我们必须要承担起我
们的责任。

第二，我认为拓展海外公益
慈善事业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需要。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题就是

要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的共
同体。 拓展海外公益事业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

第三，拓展海外公益事业有
助于促进交流， 促进共同发展。
国外有很多地方对我们发展国
际公益慈善、创新中国的公益慈
善事业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第四，拓展海外公益慈善事
业也是全球对中国的一个期望，
是中国的一项责任。 随着经济的
迅猛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世界希望
中国带来更多公益的印象，爱心
的印象，文明的印象。

第五，我觉得拓展海外公益

事业也将造福中国人民。 就像我
们最近热议的陈天桥先生的捐
赠，他的捐赠产生的科技成果不
仅会造福于美国人，也将造福于
中国人。

海外侨胞是拓展海外公益
的力量 ，从地缘优势来说 ，他们
遍布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从业务优势来说，他们遍布每一
个职业。 所以我们要发挥他们的
独特优势，积极助力海外公益慈
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华侨基金会有这样四
个想法 ：第一 ，积极开展海外公
益慈善项目，去年我们已经在东
南亚很多国家开展了健康光明

行活动，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二，积极引导和支持海外侨胞
更好地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第
三，我们要搭建助力海外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的平台，我们准备成
立华人华侨公益慈善委员会，把
全世界华人华侨慈善家、爱心人
士聚集到一起 ；第四 ，为国内慈
善组织走出去做好服务。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是中
国侨联创办的公益慈善组织，我
们的宗旨是团结和凝聚全球华
侨华人的智慧和力量，助力在中
国乃至世界慈善行动中彰显中
国人的人文精神和价值。 这是我
们的愿景，我们愿与大家共勉。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王红卫：

以公益力量，助力社工发展
中社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

于 2011 年， 由民政部批准设立
并主管，成为我国首家以社会工
作发展为宗旨的基金会组织。 社
会工作是我们的特色和优势。

我 国 的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自
2006 年中央提出建设一支宏大
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指示以来，
至今整整走过十年的路程。

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完成了
顶层的制度设计，我国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将社工列为国家
主体人才队伍之一。 《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一百多个国家政策
文件对发展社会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

目前， 我国已拥有 70 多万
人才队伍， 发展了 4700 多家民
办工作服务机构和 450 多社会
行业组织。 探索建立了社区、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机
制，以及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双
工协作机制 。 服务实践不断深
化，服务领域从民政领域拓展到
社会治理的广泛领域。

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大背
景下，中社社会工作基金会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积极探索，取得
了可喜成绩。

目前我们已经设立了 50 多个
专项基金，覆盖老人、儿童、青少
年、婚姻家庭、社区服务、社工奖
励、退役军人创就业、文化领域、医
疗康复等多个领域，通过运用专业
的社会工作方法，结合公益慈善理
念，开展多类项目和活动。

社工的优势可以助力公益
新发展。 我国公益的发展在不断

深化，对现有困难提供及时帮助
的同时也需要更专业的服务来
达到深层次的帮助，让他们在共
享中实现全面发展。 社工是一支
专业的服务队伍，具有专业的服
务理念和方法。 我期望有更多的
同行和企业界人士一起加强社
工队伍 ，发挥专业优势 ，让我们
的公益项目更专业、更高效。

社工服务有广泛的领域也
有不同层次的深度，广泛的应用
合作 、联合 ，开展更多更好的合
作项目，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

朋友圈爱的力量
2016 年，给我最深刻的体会

就是朋友圈爱的力量。 目前基本
所有的热点事件都与朋友圈紧
密相连，朋友圈对公益人来说更
为重要，有了朋友公益人才不会
觉得孤独。

去年“99 公益日”，三天时间
有 677 万朋友参与 ，累计捐赠金
额超过 3.05 亿元，腾讯基金会配
捐 1.9999 亿元。 我们分析发现，
66.7%的捐赠者来自于一个叫“一
起捐”的朋友圈产品。 “一起捐”

是当捐赠人看到一个项目的时
候，可以为这个项目发起一个筹
款目标，邀请朋友圈的朋友一起
支持这个公益目标，这比较像一
个朋友圈的在线募款箱。

“99 公益日” 的 3.05 亿元捐
款中，2.02 亿捐款来自于朋友圈
“一起捐”。 所以，从“99 公益日”
的捐款分析，我们看到了朋友圈
的力量。 这意味着在腾讯公益平
台要想筹到钱，必须要有一个强
大的朋友圈 。 这对公益组织来

说 ，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 ，即公
益组织需要学会如何经营朋友
圈和粉丝，这恰恰是公益组织应
该回归的本原。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 ， 要努
力成为连接人 、 影响人的枢纽
性组织 。 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
克在非营利管理之中提出 ，非
营 利 组 织 核 心 产 品 是 人 的 改
变 。 所以 ，对公益组织来说 ，我
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 我们是筹
款的吗 ？ 我们是做好人好事的

吗 ？ 是 ，但这些不应该是我们的
核心工作 。 我们的核心工作应
该是要有人的改变 ，志愿者 、受
益人通过我们的公益行动得到
了改变 。 这意味着公益组织必
须 把 事 业 从 单 纯 的 筹 款 做 项
目 ，调整为以公益项目为纽带 ，
用爱连接人 、凝聚人 ，构建爱的
朋友圈 ，聚焦于人的连接 、人的
改变和人的成长 。 我们一定能
推动中国变得更加美好 ， 推动
社会变得更加温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