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成立
7 年多以来 ，坚持走民间性 、资助型 、合
作办、全透明的特色道路。自成立以来筹
款近 15 个亿，救助困境儿童超 300 万。

基金会有两个特点：第一，公众捐赠
占比高，7 年多以来平均占比 66%，特别
是 2015 年 ， 个人捐赠占总捐赠量的
79% ，2016 年 占 75% ，2017 年 占 到 了
76%；第二，互联网的筹款一直发展比较
快，2014 年互联网筹款 2889 万元 ，2016
年增至 1 亿 7416 万元 ，2017 年达到 3

亿 4000 万元。在 99 公益日中，我们连续
三年排名第一，2017 年一共超过 150 万
人次捐款，三天筹款超过了 2.1 亿。

通过这两个特点，我认为，第一，基
金会确立的项目符合困境儿童的需求，
项目的执行符合专业和规范；第二，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安全 、快
捷、透明的特点符合年轻群体的捐赠习惯。

因此， 我们坚信互联网给公益慈善
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特别是公众的
捐款， 将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产生
强大的推动力， 而年轻一代也必将成为
中国公益慈善的中坚力量。

我认为，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加快“公
开透明化”进程，将项目的所有发展都曝
光在阳光下， 用成绩使大众信服与支持
我们，从而树立更加美好的行业形象。

第二，要懂得“居安思危”。 在十九大
刚闭幕时， 我们响应国家号召与要求，加
强自身建设、完成历史赋予的新使命。在
行业竞争中要懂得“居安思危”， 踏实前
行， 不断完善自己才能救助更多困境少
年儿童、取得更好的公益成绩。

老牛基金会是牛根生携家人捐赠家
族资产， 于 2004 年底发起成立的家族基
金会。“聚人散财”，对牛根生投身公益慈善
事业是一句很恰当的描述。怎样聚人、如何
散财？ 结合实际工作我讲三个“共识”：

1、机构共识：就是要汇集有共识、有专
业、有热情的小伙伴合作开展项目。十三年
来我们携手 161 家合作机构， 开展的 208
个公益慈善项目, 遍及我国 30 个省份，公
益支出超过 12亿元。

2、行业共识：就行业生态而言，公益慈
善行业依然处于抚育期，所以更需要凝聚
共识，共同进步。

3、国际共识：我们携手 TNC、保尔森
基金会，在陆地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湿地
生态系统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展开
了长期、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我们发起全球

华人慈善行动、联合举办东西方慈善论坛，
就是希望大家“联合、联合、再联合”汇聚全
球慈善资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国际共识贡献力量。

怎样“聚人”、如何“散财”？ 答案就是
“凝聚共识、携手向前”。

走特色道路 拥抱互联网

王林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

招商招善 共创美好 向右向左 勇往直前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年筹款额从

2012 年的 2800 万元到 2017 年突破 2
个亿，复合增长率为 47%；我们有幸福列
车、 大爱清尘、 关爱抗战老兵、“朗视界
沐光明”等很多优秀的公益项目。

公募基金会如果没有基金还能撑多
久？ 我们应该招商与招善。

如何招商？我们要不断地扩大规模、
增加积累。我们要增加管理费的收入，增
加非限定的收入， 我们要稳健地保值增
值、投资理财、扩大资本金。

同时，我们要招善。我们希望有新的
理事进来，带着资金，扩大资本金，让基
金会真正的拥有基金， 从而使我们成为
资助型基金会，支持草根基金会 NGO。

基金会内部向左还是向右？ 规范化管
理一定要向左，严格进行风险管理、流程化

管理、品牌管理、提高公信力；在运作方面
要向右，公益项目和公益人才应该实行专
业化、职业化、市场化；员工要进行 KPI 考
核，优胜劣汰；公益项目要高效率、投资理
财要高效益高收益、人员要高素质；要留住
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人才。

胡广华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

营构温暖相助的人际关系
2005 年腾讯公司的创始人和主要

管理团队在香港召开第一次年报发布
会 ，他们意识到对于腾讯来讲 ，生存已
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企业越大 ，责任越
大 。 经过走访 ，我们决定成立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 。 又经过一年左右 ，我们觉
得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来讲 ， 最重要
的是民众参与 ， 腾讯有 3 亿的 QQ 用
户 ，所以我们搭建了腾讯公益平台 。

11 年来 ， 腾讯以及腾讯公司的员
工累计捐赠超过了 25 亿元人民币 ，给
腾讯基金会用 于 做腾 讯 公 益 平 台 项
目 。 腾讯公益也不忘初心 ，一直坚持用
腾讯的网络技术和平台来推动人人可
参与的公益 ，即赋能 ，把腾讯的核心能
力 、核心资源赋予公益慈善组织 。

11 年来 ， 超过 1.5 亿的网友通过
腾讯公益平台累计捐赠资金超 31 亿
元 ，并且捐赠不断在加速 。

德鲁克说 ， 公益组织是以愿景和
使命驱动的 。 过去的一年 ，我最关注的
是 “两光之争 ”。我认为 ，“两光之争 ”的
背后在于什么是公益组织的核心价值
和使命 。

中国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和
人赖以存在的关系已被摧毁 ， 我们今
天要重建爱 、信任和温暖的关系 。 谁能
够完成这个重建 ？ 商业社会可能未必
能够完成 ， 越来越多的是需要公益组
织作为纽带推动中国变得更好 ， 去营
构人与人之间温暖相助的人际关系 。

窦瑞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凝聚共识 携手向前

安亚强
老牛基金会副秘书长

民间公益促进“民心相通”

何继宁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的愿景是在助力
中国乃至世界公益慈善的行动中彰显华侨
华人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 所以基金会
一直致力于借助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 ，推
动中国公益走出去。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
我们的一个案例，一带一路侨爱心光明行。
2016 年的 11 月、2017 年的 5 月、8 月和 11
月，我们四次组织侨爱心光明行赴缅甸，联
合当地主流的维萨卡基金会和华侨华人社
团云南会馆、金多堰慈善基金会来推动。

缅甸是白内障的高发地区 ，但是全缅
甸的眼科医生加在一起是 330 人 ，大部分

白内障患者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救助，我
们的医生每一次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 ，外
围都要聚集上千人希望得到这样一个机
会，而且没有病床 。 只有做手术的人才有
一张病床， 一个 20 多平方米的房间可能
要放 7 到 8 张简单的病床。

2013 年之后中国逐渐推动公益事业
走出去，目前中国各方面已经在缅甸组织
了 30 余次的光明行活动 ，为 6000 名患者
实施了手术 。 手术每一例需要 5000 到
6000 元人民币 ， 资金是由海内外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捐助。

我觉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要求我
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谋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与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系在一起统筹思考。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
会提出来一个理念叫做一带一路公益先
行。 但是，目前由于民间的援外公益项目
在执行的过程中面临重重的困难 ，我们建
议统筹政府和民间力量，确定援外公益活
动中的职能定位、侧重领域 、援助形式 ，与
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一起共同研究 、确
立民间援外公益行动的协调机制 、制定管
理办法，形成完整、清晰高效的流程。

我们呼吁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推
动海外公益事业、形成联合影响力 。 六千
万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国 ，我们愿意搭建
助力海外公益事业发展的平台 ，中国华侨
公益基金会目前正在筹建华侨华人公益
慈善委员会，我们愿意为中国民间公益走
出去奉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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