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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2020）中国慈善榜大幕开启

让我们一起“旗帜鲜明地扬善”！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全体国人工作、 学习、生
活的节奏。 恐惧、悲伤、焦虑，种
种负面情绪袭来，一切仿佛都变
得不一样了。

但中国人并没有被击垮，因
为疫情可以阻碍交流的脚步，却
阻碍不了善心的发扬。 民政部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8 日 24
时，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
会共接受社会捐赠资金 292.9 亿
元，物资 5.22 亿件。

这些捐赠来自勇担责任的
各类企业、 关心社会的财富阶
层、热情高涨的社会公众……捐
赠的背后是战胜病毒的决心与
信心，是对这个国家、这个世界
的无限热爱。

爱心不一定能够战胜病毒，

但可以驱散病毒带来的恐惧。 为
了“旗帜鲜明地扬善”，为战胜疫
情增添信心，中国慈善榜办公室
决定，即日起，正式开启第十七
届（2020）中国慈善榜的大幕。

中国慈善榜由《公益时报》
社于 2004 年创立， 是我国第一
张记录大额捐赠数据的榜单，被
誉为“中国财富人士的爱心清
单”。 在此前的 16 年里，中国慈
善榜记录了 2571 位慈善家、6479
家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收录捐
赠总金额超 1800 亿元。

马云、曹德旺、陈一丹、许荣
茂、牛根生等慈善家，阿里巴巴、腾
讯、复星、碧桂园、传化等慈善企业
都曾登上榜单。 在此次防疫工作
中， 中国慈善榜历年上榜慈善家、
慈善企业的表现依然突出，从资金
捐赠、物资采购到打通物流、参与

防疫，到处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

榜慈善家、慈善企业、慈善明星
等的参与和带动下，在上榜基金
会等慈善组织的专业引导下，目
前，我国每年的社会捐赠总额稳
定在一千亿元以上，人人公益的
时代已经到来！

2019 年 11 月， 十九届四中
全会作出《决定》，要坚持按劳分
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
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慈善事业被上升到发挥第三
次分配作用的高度，那么，基于这
一认识， 社会捐赠应该如何实施？
2019年度的大额捐赠中有没有成
功案例可以作为榜样进行推广？

据中国慈善榜办公室介绍，
第十七届（2020）中国慈善榜将从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角度，重
点关注慈善家、慈善企业、慈善明
星、慈善基金会、慈善项目等对慈
善事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活动将推出年度慈善家、慈
善企业、慈善明星、慈善基金会
等榜单， 征集发布年度慈善项
目、 年度优秀公益研究报告，让
为慈善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的个人和机构被更多人了解，以
发挥榜样的作用。

其中，中国慈善家榜和中国
慈善企业榜将分别以年度实际
到账捐赠额 100 万元以上的个
人、企业为数据采集样本，深入
挖掘中国财富阶层的典型事迹
和案例；基金会榜将重点考察年
度捐赠收入、公益支出、透明度、
影响力等情况。

榜单数据主要来源于六个方

面：民政系统接受捐赠数据、捐赠
方提供的数据、 公益机构接受捐
赠数据、上市公司年报公布数据、
媒体公开报道的捐赠数据以及
《公益时报》的公益档案数据。

中国慈善榜办公室将对以
上不同渠道的数据进行对比并
调查核实， 编制形成最终榜单，
并发布《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
书》，举办中国慈善榜发布盛典、
明星慈善夜等活动。

在这个疫情尚未结束而捐
赠正在持续开展的时候，第十七
届（2020）中国慈善榜的启动将
进一步助推捐赠抗疫等慈善事
业的发展。

中国慈善榜办公室邀请所有
人以自荐、 推荐等不同方式加入
活动，一起“旗帜鲜明地扬善”，共
建美好和谐的 21世纪 20年代！

� 迎难而上，自强不息。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发展

不可或缺的力量。 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考验，广大民营企业
发挥自身优势， 踊跃捐款捐物，
有序复工复产， 服务民生需求，
在抗疫大考中书写民企的责任
担当。

尽己所长提供抗疫保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床
位短缺一度成为武汉的突出问
题。 为此，泰康保险集团“火线请
战”，把投资数十亿元、历经 3 年
时间建设的泰康同济（武汉）医
院改造为临时传染病医院，成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疗点。 同是
在医院和病床最紧缺的时刻，卓
尔集团联合相关专业机构火速
成立多家应急医院。 在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设中，参与援建的
民营企业超过 1000 家，华为、三
一重工、神州数码、江苏环亚等
企业参与了项目设计、 工程基
建、信息化设备等各方面保障。

关键时刻不忘社会责任。 来

自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3 月底， 全国共有超过 11
万家民企通过捐款捐物、设立基
金、提供保险保障、租金减免、各
种补贴等方式支持疫情防控，多
家企业捐赠过亿元。

一些民企尽己所长，最大限
度调用自身资源。 百度开放相关
算法，大大缩短了新冠肺炎病毒
全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时间。 万
余名苏宁物流仓储和快递人员、
5800 多辆运输车辆一直坚守岗
位，企业向坚守一线的员工拿出
上亿元进行补贴。 均瑶集团旗下
的航空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多
条航线的航班免费承运防疫救
援物资。 京东集团发挥京东物流
高效率仓配和区县覆盖优势，同
时针对湖北商家制定了多项补
贴措施。 红豆、依文等紧急将服
装生产线转变为防护服生产线。

就业稳，民心安。 一些民营
企业在不降薪、 不裁员的同时，
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如新东方教
育科技集团就启动了面向应届
毕业生的线上春季校园招聘活
动，发布岗位数千个。

以“点”带“链”有序复工复产

网上招聘、云端培训、子公司
间调配订单……疫情期间， 福耀
集团的生产运营依然平稳有序。

作为众多汽车厂商的玻璃
供应商，福耀集团的生产保供对
于整个产业链的运转非常重要。
疫情发生后，福耀集团第一时间
成立抗击疫情指挥部，同时为员
工提供周密的防护保障，实现有
序生产，产品供应全球客户。

像福耀这样，经营不因疫情
而停顿的民企不在少数———

复星集团多次发布员工抗
疫指南与复工指引，还制作了多
语种版本的全球员工关爱防护
手册， 坚持全球员工健康打卡，
保障旗下企业的正常经营；小米
集团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疫情
期间还有新款智能手机推向市
场，创新不停顿。

面对不少企业对“云复工”
的迫切需求，腾讯新增数量众多
的云主机， 升级多款办公产品，
满足用户的在线需求；阿里巴巴

旗下的钉钉对 1000 万家企业组
织发布了支持“在家办公”的全
套解决方案……

对接服务民生需求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不
少人曾“一罩难求”。面对百姓的迫
切需求，物美集团打通多方渠道采
购口罩，并尽快在线上线下平台投
放，得到很多消费者的好评。

除了防疫物资，物美集团还
设立数亿元平物价保供应专项
基金，用于平抑蔬菜等民生商品
价格上涨。

物美的做法，正是广大民企
对接服务民生需求的一个缩影，
在此方面，民企各显其能———

在出行保障方面，滴滴组建
了“社区保障车队”和“医护保障
车队”，在武汉、上海、北京等地，
车队成为保障出行的有生力量；

在物流配送领域，顺丰等企
业的“快递小哥”为不少“宅家”
消费者送去生活必需品，荣程集
团的荣程文化健康板块启动“菜
篮子工程”直配项目，让百姓足

不出户吃上新鲜蔬菜；
在医药用品领域，九州通集

团提出“保障供应、保证流通环
节不涨价、保证质量、保障服务”
的四保原则，集团总部以及全国
分公司在春节期间不放假，保障
药品供应；

在数字服务领域， 字节跳
动、快手科技等企业在旗下平台
推出疫情防控互动答题、视频直
播讲座和专题网络短视频等，打
通疫情防控信息传递的最后一
公里……

长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
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
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
劳动者奋发努力、 艰苦创业、不
断创新。 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
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在参与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坚持用情、用心、用
力，体现了应有的情怀、能力和担
当， 力争把疫情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 充满活力和灵性的民企一定
会化危为机，迎来更光明的前景。

（据新华社）

迎难而上勇担当———抗疫大考中的民企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