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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召开
� � 8 月 27 日，第五届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在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开幕。 论坛吸引了
300 多位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
区的慈善组织代表、 企业家、专
家学者参加。 与会代表围绕“慈
善中华 ”、“慈善接力传承 ”、

“NGO 与生态保护”等议题分享
慈善经验，共话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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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论坛
做了总结发言。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
论坛创办于 2013 年， 由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的慈善组织共同
发起。 论坛自创办以来，已在深
圳、台北、香港和澳门举办四届，
有效促进慈善行业交流与合作，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互信。

本届论坛由中国慈善联合
会、 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慈
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爱家文化事
业基金会、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老牛
基金会为支持单位。

实现慈善之聚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

业促进司副司长孟志强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他强调：“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是慈善行
业重要的交流平台，是增进同胞
情谊的沟通桥梁，也是发挥华人
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他表
示，期待论坛在以下三个方面作
出更多的探索和交流，发挥更广
泛、更持久的影响力。 一是更多
聚焦精准扶贫，发挥慈善积极作
用。 二是着力加强慈善创新，联
合应对新的挑战。 三是加强慈善
交流合作，促进论坛成果转化。

“希望通过论坛，我们可以
在慈善事业的理论研究、资源整
合、组织治理、项目合作等方面
凝聚更多共识， 形成持续互通、
良性互动，进而推动海峡两岸和
港澳地区慈善事业的整体发
展。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刘福清表示。

老牛基金会理事长雷永胜
表示：“我们支持、 承办这次活
动，就是希望借助论坛，为海峡
两岸和港澳地区慈善行业的交
流与合作略尽绵力，希望借此机
会与大家并肩携手，推动中国公
益慈善行业的发展。 内蒙古作为
我国生态屏障的战略要地，作为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希望大家能
够走进内蒙古， 了解内蒙古，合
作内蒙古，带着环保、扶贫项目
助力内蒙古。 ”

发布慈善报告

论坛设立“慈善中华”主题演
讲环节，来自慈善界、企业界和学
术界的嘉宾们就慈善理念和实践
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另外，论坛发布的《中国慈
善创新报告———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慈善创新分析》（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的慈善创新有诸多共同
点。 首先，都比较重视政府、企业
和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其次都
广泛运用了互联网和新技术；三
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社会
企业崭露头角；四是慈善服务都
具有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特
征；五是慈善组织内部治理与行
业自律机制逐渐完善。

《报告》还对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的慈善创新趋势进行了
预测。 首先，慈善组织将更多应
用专业化的手段来募集资金、提
供服务；其次，慈善创新的方式

也将更加多元、全面；第三，跨界
合作更加密切，不同主体之间的
合作将激发出更多新的慈善模
式；最后，政府部门也将继续支
持慈善创新，相关政策也将进一
步完善并发挥重要作用。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慈善
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 无论
是传承还是创新最终离不开人才
的发展。 刘京在为论坛做总结发
言时， 也同样强调了基础教育培
养人才的重要性。 同时， 刘京认

为，公益慈善除了捐赠，更要发挥
所有人用自身的能力来解决社会
问题的作用。另外，要重视慈善的
创新：社会要进步，社会要发展，
各行各业都要创新，没有创新，包
括慈善在内的那所有东西就都会
没有了生命力。

本次论坛为期三天，其中还
举办了 NGO 与生态保护分论
坛，并组织实地参访当地环境保
护、儿童领域的优秀项目，实现
互通有无、互学互进。

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
区慈善论坛专门设立了“家族
慈善与接力传承”分论坛，邀请
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家族慈
善、 青年慈善界的代表， 围绕
“家族慈善与接力传承”主题进
行了探讨。

重视精神传承

面对新时代，年轻人面临
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才能
承上启下， 更好地传承和发
扬？ 面对这一课题，与会嘉宾
达成共识———首要的是精神
的传承。

荣程集团副总裁兼执行董
事、 荣程普济基金会理事张君
婷认为：“我们要传承的是上一
代的勤劳、努力、智慧，去传承
这份属于我们的使命。 ”

“延续家族的价值观不仅
可以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家
族事业的本身能力。 ”老牛兄妹
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理事长牛
犇强调。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副总裁、团委书记，北京三
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梁在中同
样认为，对于家族层面上来说，
传承的意义在于精神， 是对上
一辈通过艰苦奋斗所悟出的人
生哲学和感悟的基本认同。

青年公益人， 澳门青年联
合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子宁
认为，“因为大家有统一的理
念，并相信这种精神能够传承，
可以扩展出去发光发热， 所以
我们澳门青年联合会也是一个
大家族， 家族里面的朋友可以
通过慈善事业把这种精神继续
传给他们的家人、员工。 ”

“不管是企业还是家族基
金会，他们服务的领域、服务的
方法、 资金投资增值的方法都
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要把价值观传承下去。 ”传
化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涂猛强调。

勇于拥抱新时代

传承了上一代慈善价值观

的新一代会怎样去做慈善呢？
他们勇于拥抱新时代， 正在创
新的路上大步迈进。

“作为二代的我们，相对成
长于一个相对优越的家庭环
境，从小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做
慈善不仅仅是捐款捐物， 也希
望可以把更加专业化的管理、
新技术等像经营企业一样应用
到慈善中。 ”张君婷强调。

梁在中也注意到了这一
点：“原来很多人做公益都是出
于一颗善心， 做的是一些悲情
公益，谁最惨，谁拿得钱最多，
但是现在整个逻辑已经开始发
生一些变化。 ”

作为家族慈善第一代，老
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在推进
家族传承过程中对此格外重
视， 牛犇回忆道：“父亲说专业
的人做专业的事，他于 2011 年
和 2012 年分别带我妹妹以及
全家去美国百年以上的大家族
进行交流与学习。 通过学习与
交流， 让我知道慈善不仅仅是
有钱人做的， 更重要的是有心
人做的。 ”

8 月 29 日，第五届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NGO 与
生态保护”分论坛在内蒙古包头
市召开。 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
区环保领域的慈善组织代表、专
家学者围绕“NGO 与生态保护”
议题展开交流。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沙漠治理研究所所长李
青丰提出解决草原治理问题的
关键在于调整草地畜牧业的生
产方式，要对草原有限度地利用
并且合理管理。

中国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发
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围绕濒
危野生物种的救援、环境公益诉
讼、提升公众意识教育和参加全
球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分享
了。 他建议在规划旅游区和开发
区时应给予生态更多的考量。

非政府组织如何才能在生
态保护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澳门绿色环境保护协会主
席伦永燊表示：“非政府组织需
要跟产业合作， 只有依靠产业，
才能产生最大的作用。 ”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
谢玉红则提出了四条建议：首
先，环保民间组织要积极地为政
府建言献策， 发挥助手作用；其
次，要加强环保组织及相关机构
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共同
发展。 第三，要宣传环保理念，提
高公众的认识；最后，要切实开
展落地的环境公益项目。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
国项目首席代表马晋红表示，自
然保护工作始终都要落在社区

工作上。 对此，TNC 内蒙古项目
负责人林阔成感触颇深， 他说：

“社区工作最关键的就是要‘消
灭’我们自己。 我们的目标就是
将一个适用的方案交给社区，然
后慢慢退居幕后，到其他有需要
的地方继续开展工作。 ”

原中国银监会非银司司长、
中国信托业资深专家高传捷分
享了乌兰布和沙漠生态保护研
究经验，他建议可以采取冠名认
养的方式保护生态。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在澳
门，我们倡议将环保效果传承下
去。 ”澳门环境保护管理学会理
事长曾锦培说。 澳门目前所面临
的问题主要是城市环境污染、空
气质量下降。 学会在当地校园里
发起倡议，号召师生和公众以实
际行动保护环境。

在生态保护中，企业与非政
府组织如何互动？ 阿拉善生态协
会会长艾路明给出了回答。 阿拉
善生态协会多年来积极与各地
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既促进
了环境保护，又使当地的经济得
到良好发展。

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执行
会长次仁罗布介绍潘得巴项目时
谈道，“我们采取与当地政府、当地
社区和社会组织三方合作的模式，
凭借政府强有力的号召力、民间组
织灵活高效的工作作风和当地群
众对社区的高度了解，三方优势融
为一体形成合力， 推动环保的发
展， 把社区居民从被动的受牵制
者，变成了主动的保护者。 ”

（本版作者 徐辉）

“善二代”重创新 共议家族慈善传承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专家
热议 NGO如何开展生态保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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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论坛做总结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