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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六届公益慈善交流会启动
探索新时代公益慈善发展新路径

同城化公益慈善联盟

全力推进成德眉资同城
化， 是深入实施四川“一干多
支” 发展战略， 进一步壮大主
干、做强极核，在成渝地区形成
东西呼应、 相向发展的战略格
局， 做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重要举措。

公益慈善力量是推动同城
化不可或缺的力量。 如何在成德
眉资同城化过程中发挥公益慈
善力量积极有效的作用？ 成都市
慈善总会在前期与德阳、 资阳、
眉山走访交流基础上，提出了建
立公益慈善联盟的构想，得到德
阳、资阳、眉山积极响应。

在成都市第六届公益慈善
交流会开幕式上，成都、德阳、眉
山、资阳四市慈善总会共同发起
成立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公益慈
善联盟”， 该联盟得到社会各界
积极响应， 来自高校研究中心、

知名企业和社区共计 12 家单位
成为了首批成员。

据成都市慈善总会负责人
介绍:“建立联盟， 是为了搭建成
德眉资常态化交流互助平台，主
要探索融合全国公益慈善顶级
资源，推动四城公益慈善人才培
养、慈善社区建设、慈善活动联
办、慈善文化交流、慈善项目对
接，以善的力量让城市生活变得
更加美好。 ”

公益慈善融入城市治理

本届慈交会总共设置了一
个主议题，五个分议题。 交流会
主会场题目为“推动公益慈善同
城化·共建公园城市示范区”，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王振耀教授、南京工业大学浦
江学院公益慈善学院院长谢家
琛教授、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社
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韩丽丽、成都市规划设计院

总规划师唐鹏、基金会中心网副
理事长兼总裁程刚等分别从“创
造中华文明特色的慈善典范”

“公园城市背景下公益慈善专业
化发展的实践与思考”“同城化
背景下公益慈善规范化发展路
径”“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彰
显公益人文底蕴”“同城化公益
生态圈的创新探索”等话题进行
了主题分享。

成都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组
织了“成德眉资慈善同城化发展
路径探讨”分议题，邀请了专家
解读了成德眉资同城化相关政
策，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城公益
慈善代表就各自城市公益慈善
实践典型进行了分享，四城慈善
会秘书长举行了圆桌会议，共同
商讨成德眉资同城化公益慈善
需求侧、供给侧有效无缝对接。

成都高新区志愿者协会组

织了“活力新成都·慈善助大运”分
议题，多位嘉宾探讨了公益慈善和
体育赛事相结合的经验、做法和路
径，并就大运会与公益慈善相结合
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互动。

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组织
了“公益慈善助推公园城市建
设”分议题，探讨公益慈善助推
公园城市建设的方法；成都市金
牛区社会组织促进会组织了“后
疫情时代下公益慈善组织的发
展路径”分议题，探讨后疫情时
代公益慈善组织“蝶变”路径；成
华区民政局组织了“弘扬公益慈
善·助力文商成华”分议题。“今
年慈善交流会主题紧扣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以公益慈善组织现
实需求出发，由成都有影响的社
会组织具体实施，体现了开门办
会、共办共享的办会理念。 ”慈交
会承办方、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

促进会负责人介绍道。

三大板块展示公益力量

在慈交会上，总共有公园城
市展、爱成都·迎大运展、公益慈
善同城化展三大板块。

公园城市展凸显了习近平
总书记 2018 年 2 月考察四川期
间对成都提出的殷切期望：要突
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
虑进去，成都自此在全国率先探
索公园城市建设的使命，开始了
创新城市建设模式的全新实践，
展会现场一幅幅照片充分展示
了成都一步步深化对公园城市
科学内涵的认识，一步步拓展公
园城市的时代价值，一步步探索
公园城市的发展范式……

爱成都·迎大运展是结合
2021 年成都大运会暨第 31 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和成都公益
慈善力量开展的公益行动……

公益慈善同城化展展示了
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城公益成
果，包括各个城市的公益慈善项
目展、公益慈善组织展、公益慈
善企业展……“通过慈交会，四
个城市公益慈善走在一起，加强
了交流，展示了力量，达成了共
识，为我们探索新时代公益慈善
发展新路径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促进了城市群公益慈善发展。 ”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公益慈
善管理学院院长谢家琛教授对
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于俊如）

� �“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的
企业，都具有深厚的教育情怀。 ”
王端瑞并不讳言自己的理想主
义。伟东云教育集团目前业务已
遍布全国 24 个省份，169 个市区
县， 在 6000 余所中小学校落地
应用， 在海外全球 16 个国家及
地区实现布局，服务 330 多家世
界 500 强企业。 截止到 2019 年
年底，王端瑞已在教育领域投入
超过 30 亿元。

2020 年疫情期间，伟东云教
育通过向各地免费提供线上整
合平台， 先后为全国 8000 多个
教育部门、学校及教培机构免费
提供“空中课堂”技术服务及优
质教学资源，累计投入费用超过
1000 万元。

伟东云教育致力于“以教育
科技助力教育公平”。 在王端瑞
看来，教育是国家之本，是国家
发展的命脉，但如果只依靠政府
的力量去支持教育是远远不够
的，因此企业也应该思考如何在
教育方面做出贡献，共同推动教
育的发展。“伟东云教育在肩负
教育重任的同时，也希望为国家
教育事业的发展尽一份最大的
力量。 ”

伟东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丰

富的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去分
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希望为每
个人提供最专业、最合适的教育
方案，实现帮助更多人平等享受
教育资源的愿景，从而普及优质
教育资源、推进社会教育公平化。

“做好教育就是做好公益。 ”
在教育领域耕耘多年的王端瑞
感慨，“其实回归本初，教育就是
一种公益。 ”

去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道，经
过 5到 10年左右，职业教育基本
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
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
“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职业教育
同样保持公益属性， 社会资本进
入职业教育是对公办院校的有力
补充和促进，职业教育的公益性
不言自明。 ”对于职业教育的公
益性，王端瑞深有体会。

智慧之城

青岛决定由伟东集团牵头
打造“人工智能+互联网教育+
教育装备”千亿级产业集群———
以青岛国际职教城为载体。这是
青岛首次将千亿级产业集群交
给一家民营企业牵头推进。

伟东的掌舵人有足够的责
任心来牵这个头———王端瑞还
担任着香港工商总会会长、山东
省慈善总会名誉会长、青岛市社
会组织总会会长等社会职务。王
端瑞用自己的能量去为促进社
会公平而努力。

伟东也有足够的实力来做
这个牵头者。伟东目前已经形成
以国际职业教育科技产业城为
主体，以“伟东集团”“伟东云教
育集团”和“伟东投资集团”为支
撑的“一体三面”的格局，成为
“多元化、国际化、平台化、协同
化”的综合性跨国集团企业。

虽然绝对有实力，但王端瑞
并不觉得伟东有多成功———“尤
其在海尔这样的全球化发展比
较成功的企业、海信这样的以技
术创新为明显特征的公司”面前。

王端瑞感慨，青岛是海洋城
市，海纳百川，是因为胸襟博大。
青岛也吸纳了大海深邃的思想，
使众多知名品牌企业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王端瑞觉得伟东要学
习的还有很多：伟东既要学习海
信集团对技术创新的注重，也要
学习海尔集团“服务为本”和“人
单合一”的理念 ;更要学习华为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的高绩效企业文化，尤其是华为
开拓国际市场时攻坚克难的坚
韧与顽强意志力……

无论做什么想要做成功，王
端瑞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你
是不是真想去做’，用嘴去做肯定
做不起来，那你必须付出代价，甚
至要有一种‘拼命’的心理，就是
我一定要赢。 唯有全力以赴去拼
搏，否则，就难以成功。 ”

在王端瑞的规划里，以青岛
国际职教城为依托，要造一座将

“科技”和“教育”完美结合的城。

这座职教城内，拥有智慧交通、智
慧教育、 智慧医疗等充满未来科
技的元素；同时，在这座城内，公
立和社会资本职业院校共同办
学， 为更多学生提供接受教育的
机会和就业机会， 将知识转化成
动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用国际化的视野和博大的
公益心来规划这座城。“只有这
样，才能建成国内顶尖、国际领
先的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 ”
王端瑞充满着期待。

（徐辉）

（上接 12 版）

� � 9 月 28 日上午， 成都市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中
心和成都市慈善总会主办的成都市第六届公益慈

善交流会启动仪式在成华区和美社区举行， 由成都市民政
局、四川省慈善总会指导，来自高校、公益慈善组织、企业、
社区等约 160 人参加了本次开幕式。

本届慈交会是“积善成众 众善成城”2020 成都慈善文
化月的重要活动之一，围绕“推动公益慈善同城化·共建公
园城市示范区”，以交流会、展会方式融合呈现。

开幕式上， 成德眉资四城慈善总会发起成立了成德眉
资同城化公益慈善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