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20 年 9 月 21 日，由《公益时报》社主办、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合主办的“扬善计
划”启动仪式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举办。 原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存根，中

国侨联顾问、中国华侨基金会理事长乔卫，原中国民生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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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
委书记、副会长何建民，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等嘉宾出席了启动仪式。

秉承着“旗帜鲜明地扬善”这一精神，《公益时报》社自 2004 年起编制与发布记录中
国大额捐赠的年度榜单———中国慈善榜。 17年来，中国慈善榜完整展现了我国当代大额
捐赠的详尽数据和发展趋势，2963 位慈善家和 7828 家慈善企业曾榜上有名， 收录大额
捐赠总金额超 2100亿元。

通过 17 年不间断地对大额捐赠的观察和推动，中国慈善榜在公益行业和全社会起
到了显著的“羊群效应”。因此，在今年《公益时报》创刊的第 20 个年头，寄期望于将这种
“羊群效应”在每个地区最大化，并且扩展至公益行业的各个层面，《公益时报》社发起
“扬善计划”，为活动所在地树立当地的慈善标杆，并以榜样传播、数据分析、论坛交流、
走访调研等多种方式，对所在地城市的公益慈善潜力进行深挖，进一步助推城市公益行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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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善计划”在深圳成功启动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大家好！ 我谨代表《公益时报》
社， 感谢各位齐聚慈善之都深圳，
共同见证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一项
新计划的诞生。

2001 年 6 月，我有幸创办了中
国第一份公益慈善领域的行业性报
纸———《公益时报》。在创办之初，和
报社的所有员工一样， 在一腔热血
和对未来的憧憬之外， 我也时不时
地感到迷茫和缺乏底气。 公益慈善
在多大程度上被公众所关心？ 公益
行业的未来，路在何方？ 《公益时报》
的使命又究竟是什么？要知道，当时
整个行业仅有一部刚刚推出的 “公
益事业捐赠法 ”； 而在 1993 年至
2001 年的 8 年间， 全国仅出现 173
家慈善组织，行业发展缓慢。

略感困顿之际，是资中筠、朱传
榘、成思危等德高望重的学者和社会
活动家的肯定，坚定着我们办报的信
心。 2004 年初，国务院通过《基金会
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得到认可，
这意味着被钳制了几十年的民间慈
善终于再次迎来春天。这个消息是国
家鼓励民间慈善的强有力信号，它有
如迷雾中的一束探照灯一样，指引了
公益行业的发展方向，也指明了《公
益时报》的努力方向———大力弘扬公
益，发掘民间善意。

于是在那一年，我们发布了中
国有史以来第一张慈善榜单，也是
中国慈善榜的前身———“2004 中国
大陆慈善家排行榜”， 第一次旗帜
鲜明地把慈善人士推到聚光灯下，
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17 年来，秉
承着“旗帜鲜明地扬善”这一精神，
中国慈善榜由一张榜单发展至慈
善家、慈善企业、慈善明星、慈善基
金会 、基金会项目 、慈善报告等六
张，成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响亮
品牌和年度盛事；17 年来， 中国慈
善榜完整记录下了我国当代大额
捐赠的详尽数据和发展趋势，2963
位慈善家和 7828 家慈善企业曾榜
上有名 ， 收录大额捐赠总金额超
2100 亿元。

今年 6 月举办的最新一届慈善
榜上 ，118 位慈善家合计捐赠 54.5
亿元，605 家慈善企业合计捐赠 124
亿元。同时，我们特别发布了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捐赠榜单———在短短的
四个多月中，2903 家企业、 机构与
个人上榜 ， 捐赠总额达 384.77 亿

元， 远远超过任何一届中国慈善
榜的数字。

捐赠仅仅是公益行业的一个
侧面， 但通过 17 年不间断地对大
额捐赠的观察和推动，我们清晰地
感觉到，“旗帜鲜明地扬善”在行业
和全社会起到的 “羊群效应”。 因
此，在《公益时报》的第 20 个年头，
我们衷心期待与各地公益同仁交
流、分享彼此经验，希望将这种“羊
群效应 ”在每个地区最大化 ，并且
扩展至公益行业的各个层面。

今天在这里首站启动的“扬善
计划” 便是带着这样一个目的，为
活动所在地树立该城市的慈善标
杆，并以榜样传播、数据分析、论坛
交流 、走访调研等多种方式 ，对所
在城市的公益慈善潜力进行深挖，
进一步助推城市公益行业发展。

众所周知，鹏城深圳是世界瞩
目的经济特区，也是中国慈善界的
一张闪亮名片。 从 2008 年率先探
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到
2014 年 “试水 ”公益信托和慈善金
融，再到我们今天做客的高端公益
人才培养摇篮———深圳国际公益
学院 ，深圳一直作为试验田 ，为全
国公益事业发展破难题、 探新路、
作示范。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
又一年在慈展会的现场，切身实地
的领略了深圳这座城市所拥有的
不一般的慈善热情。

因此，“扬善计划”的首站落地
慈善之都深圳， 有其战略性考量。
深圳首站的圆满成功 ，将为 “扬善
计划 ” 走向全国奠定下坚实的基
础。 同时，深圳这座城市本身也将
作为一道公益行业标杆，为后续落
地城市提供榜样和参考标准。

2020 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最后
一年，希望“扬善计划”的成功开启
能够助力上述目标的实现和巩固；
2020 年还是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守
望相助的一年，而抗疫中所释放出
的爱心、奉献、凝聚和担当，更让我
们相信，“扬善计划”所需要的社会
基石早已搭建完毕。

最后，再次感谢远道而来的领
导和嘉宾，感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和本地同仁的大力支持。 为今天荣
获深圳 “扬善榜样 ”的机构和个人
喝彩！ 为深圳喝彩！ 预祝“扬善计
划 ”首站圆满成功 ，让慈善之花从
深圳开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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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善计划”首站为何落地深
圳？ 对此，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 社社
长刘京在致辞中表示：“深圳是世
界瞩目的经济特区， 也是中国慈
善界的一张闪亮名片。 自 2008 年
以来，深圳始终作为‘试验田’，为
全国公益事业发展破难题、 探新
路、 作示范。 深圳首站的圆满成
功，将为‘扬善计划’走向全国奠
定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深圳这座
城市本身也将作为一道公益行业
标杆， 为后续落地城市提供榜样
和参考标准。 ”

“扬善计划”联合主办方、深
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
华在致辞中表示， 深圳以创新和
爱心卓著于世，“扬善计划” 从深
圳国际公益学院启航， 其起点很
高， 愿景和目标也很辉煌。 他认
为， 在社会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
后的眼下，当前最大的“善”就是
推动可持续发展， 冷静地考虑人
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上午 9 时 40 分，在原中央国
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存根， 中国
侨联顾问、 中国华侨基金会理事
长乔卫， 原中国民生银行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陈进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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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何建民，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
蔚华的共同见证下，“扬善计划”
正式启动。

现场还当即向深圳国际公益
学院授予了“扬善计划” 的首个
“扬善榜样”荣誉。

启动仪式还邀请了深圳及全
国各地的公益界同仁就“旗帜鲜
明地扬善” 进行主题分享和圆桌
论坛交流。

深圳市企沃汽车有限公司董
事长、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深港
中心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文杰在现
场分享了他 15年来带领公司和公
司员工从事公益的经历， 他认为：

“公益能树立企业形象， 提升品牌
的影响力，也能成为公司的文化基
因，并影响到员工及客户，让企业
和客户的关系更有温度，推动商业
持续向善也会得到员工、 客户、社
会各界的认同， 促进社会的和谐、
共赢。 但应注意，公益也应量力而
行，只有保证可持续发展，企业才
能更好地参与进来。 ”

中食安泓创始人兼 CEO、中
食安泓爱心公益基金会发起人黄
祥泓举例分享了其公司和基金会
4 年来发起的各类公益项目，从教
育、 绿色可持续， 到儿童营养膳
食，再到驰援武汉抗疫，中食安泓
将员工、客户、代理商凝聚起来，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他表示：
“希望同构‘扬善计划’，弘扬慈善
理念、树立慈善榜样，让慈善事业
成为一个火种， 点燃所有人心中
爱的火焰。 ”

广州市兆仁本业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 总经理何韫能分
享了其公司发起的“师兄指路”公
益项目， 该项目通过全国提案大
赛， 帮助大学生提高综合就业能
力，提升就业背景，从而赢得高质
量的实习和求职机会。 不同于通
过基金会或社会团体的方式，该
项目将解决社会问题与企业自身
业务绑定，构建了一种互利机制，
让更多方参与进来， 形成了“扬

善”的内循环。
在圆桌论坛环节， 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认
为， 虽然腾讯公司及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的互联网公益路线备受
关注，但互联网平台及 99 公益日
的核心作用不在于募资， 而是与
公众建立起一个交互、 连接的通
道，并且让公益“破圈”，走出公益
行业本身。 他表示：“腾讯在去年
提出了‘科技向善’的理念，而‘科
技向善’的背后实际是人心向善，

‘扬善计划’正是把每个人内在的
善良激发出来， 从而让社会变得
更加美好。 ”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执行秘
书长郭素表示， 宁夏燕宝慈善基
金会成立十余年来， 通过教育扶
贫的方式， 已累计捐赠 22.83 亿
元， 惠及西部地区贫困学生超 22
万人，此外还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可持续发展项
目。 她认为，过去十年，正是在“旗
帜鲜明地扬善”这一精神下，公益
才不断地实现突破和发展。“慈善
是一股向上的力量， 我们应集结
这种力量，善善与共、善始善终，
旗帜鲜明地扬善，扬真正合规、合
法、高效之善。 ”郭素说。

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副理事长、 秘书长李克梅介绍了

“快乐合唱 3+1———乡村中小学合

唱艺术推广”这一公益项目在中国
乡村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普及之路。
她认为，音乐可以伴随一个人的一
生，并且有质量的音乐教育能让孩
子即使在困难时刻也有体验幸福
的能力。李克梅期待“扬善计划”能
够关注小而美的机构与项目，她
说：“希望‘扬善计划’能让更多的
人走进乡村的合唱教育，让音乐陪
伴更多的孩子快乐、健康、茁壮成
长。 ”李克梅说。

碧桂园集团行政管理部总经
理、 国强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田
冲分享了三个观点，第一，虽然碧
桂园集团已向全社会累计捐赠超
70 亿元，但慈善不分大小、重在实
践；第二，“扬善”能带动更多人参
与慈善；第三，“扬善”与市场利润
并不冲突， 反而能够反哺销售。

“我非常认同‘扬善计划’，也希望
更多的公益伙伴和公益界以外的
伙伴参与进来。 ”田冲说。

青山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张
炳钩也认同“勿以善小而不为”的
观点， 他介绍了青山慈善基金会
发起的创意项目“青山爱心伞”，
该活动在 15 天的时间内号召了
192 个城市联动，为环卫工人筹集
资金，打造专属于他们的保护伞。
他还认为，目前，政府部门对于公
益、 社工等的认知还存在一些不
足，希望“扬善计划”也能推动带

来政策上的改变。
广东省天行健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常青表示， 其所在的基金会
主要在高原地区、 革命老区及广
东省内的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医疗
救助服务。 基于以上实践，常青分
享了她对于“扬善”的理解。 她认
为，在人类追求生产力发展、追求
财富的过程中， 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于平等理念的追求和对弱者、
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在某种程度
上， 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 也是

“扬善”的发展史。
二更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倩通过讲述其亲身
参与拍摄的多部公益视频， 表达
了自己对于“扬善”的理解。 她认
为，“有温度的视频” 不一定要以

“泪点”来打动人，也可以通过对
“正能量”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了
解公益和公益背后的故事， 引导
更多人参与公益。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理事会
轮值会长、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
会副会长、 新现代社会服务集团
创办人梁燕英讲述了她 28 年来
在深圳扎根社会服务领域的经
历。 从 3 人到 1200 名员工，从外
来务工人员培训到养老服务，梁
燕英从社会工作的角度为深圳的
社会治理增添亮点， 目前其集团
服务的老年人群体就已达到 32

万人之多。 梁燕英表示，希望“扬
善计划” 能将社会工作服务理念
和手段带进更多的社区。

启动仪式还为多家常年致
力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基金会和
社工机构授予“扬善榜样”荣誉，
它们是：碧桂园集团、深圳市企
沃汽车有限公司、中食安泓（广
东）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市
兆仁本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真医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国瑞置业有限公司、 轻松集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宁夏燕宝
慈善基金会、北京德清公益基金
会、青山慈善基金会、广东省天
行健慈善基金会、深圳市新现代
社工服务中心。

此外，参与“扬善计划”启动
仪式的嘉宾还在深圳到访期间走
访了深圳市福田街道（CBD 商
圈）党群服务中心、福田区党群服
务中心、新现代社工机构总部、翠
竹长者服务中心等多家社会工作
机构、社会服务中心，深入了解社
会工作参与党建工作、 社区治理
的深圳模式。

刘京表示，“扬善计划” 在深
圳成功启动， 为该计划在全国各
城市的落地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深圳首站的成功经验和深圳本地
机构的优秀工作模式也将随着
“扬善计划”传至全国。

让慈善之花
从深圳开遍全国

“扬善计划”正式启动

� � 启动仪式上，多家常年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基金会和社工
机构被授予“扬善榜样”荣誉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被授予“扬善计划”首个“扬善榜样”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