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国公益年会在京举行
共议“社会公益的绽放时代”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
记陈存根，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
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中
国侨联原副主席、 中国侨联顾
问、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乔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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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
长何建民等出席了本次年会。

来自政府、企业、基金会、行
业组织、高校等不同机构的公益
践行者、 观察者， 共同回顾了
2020 年中国公益走过的非凡历
程，探讨了第三次分配下的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年会现场还
致敬了对 2020 年度公益事业发
展作出特别贡献的机构，对年度
公益人物、企业进行表彰。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
刘京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已
是制度安排”为题致辞。

刘京表示，40多年来，改革开
放成效显著，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目标已经实现， 但由于收入差
距和分配不公的存在， 导致社会
贫富差距加剧， 社会矛盾进一步
显现。 拥有更多财富与资源的企
业家更有能力和义务对社会产生
积极影响， 尽其所能履行社会责
任。但现实中，一些财富的获得者
却在履行社会责任中产生疑惑和
矛盾，其财富与责任错配。

中共中央在关于“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
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
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

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制
度安排，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明星
更应该思考财富的归属问题，如何
让财富更有社会价值，怎样为财富
的使用做出表率和引领，公益在其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20 年，中国公益年会聚焦
“社会公益的绽放时代” 这一主
题， 关注财富价值和散财之道，
探讨“第三次分配”制度下的财
富责任。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将长
期存在。 中国企业将肩负使命，
企业家也愈发彰显责任之感，我
们期待中国出现更多张謇式的
民营企业家，共赴社会公益的绽
放时代。 ”刘京强调。

对于中国社会公益事业而言，
即将过去的 2020年是一个新时代
的开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斗中，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在创
新社会治理与第三次分配的大潮
中，公益事业的重要作用被一次次
证明。 年会现场发布了 2020中国
公益领域年度十大关注：

1. 慈善事业成为基本经济
制度组成部分———十九届五中
全会要求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2. 慈 善 事 业 法 治 进 程 提
速———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慈
善法执法检查。

3. 非营利法人法律地位系
统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正式通过。
4. 公益力量全面参与突发

应急事件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捐赠呈现喷涌之势。

5. 社会力量积极响应国家
重大战略———全国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完成。

6. 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进一
步落实———财政部等出台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新规。

7. 社 会 组 织 生 态 迎 来 变
革———民政部推出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发展专项行动。

8. 股权捐赠模式、规则日趋
成熟———万科 、爱尔 、秦英林等
捐赠大量股票。

9. 企业家回报社会蔚然成
风———河仁慈善基金会宣布捐
赠 14 亿元助力扶贫救灾。

10. 社会工作迎来发展机遇
期———社会工作利好政策频出，
认可度不断提升。

为了全面展示 2020 年公益
事业的发展图景， 年会设置了四
大篇章，分别是“政策指引的鼎力
推动”“社会治理的深入参与”“企
业担当的集体奋进”“个体善意的
全面迸发”， 分享和探讨政府、社
会组织、企业、公众等不同主体在
公益事业中的行为和价值。

在“政策指引的鼎力推动”
篇章，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
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发表了

以“数字化时代的商业向善”为
主题的主旨演讲。 他表示数字化
时代强调的是如何把公益、慈善
嵌套在第一领域、 第一分配当
中，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
逻辑，生产出最庞大的产品和服
务，公平及时地分配给全社会的
需求者和消费者，同时让公益在
其中散发出无处不在的光芒。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中国侨
联顾问、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乔卫讲述了华侨华人在公
益慈善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 他
表示，华侨华人是近现代以来中
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引领者；华侨
华人是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的生力军；华侨华人是当代公益
慈善事业的贡献者。 未来在公益
慈善领域，华侨华人的人文精神
将会更加闪烁，华侨华人的价值
贡献更加显著，华侨华人的独特
作用也更加突出。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
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陈春
花介绍了数字技术与企业社会
责任新模式。 她提出，构建企业
社会责任新的模式至少有四个
关键要素：责任型领导者、义利
统一的价值观、企业能力与社会
需求协同、共生型组织。“未来股
东利润不应该是企业最重要的
目标，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才
是最重要的目标，我相信在 2020
年之后会显得更加突显。 ”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党彦宝提出，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践行新时代使命， 一要履行好企
业的发展责任， 二要尽企业所能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三是要承担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
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宝丰
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聚
焦现代煤化工主业，逆势发展，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增加税收、
促进就业贡献力量； 大力开展教
育扶贫， 已累计捐资 22.83亿元，
积极助力国家脱贫攻坚并接续乡
村振兴； 创新打造世界顶级太阳
能电解水制氢项目，着力构建“低
碳能源生态圈”， 力争用 20 年时
间，实现企业“碳中和”，助推国家

“碳中和”目标实现。
在“社会治理的深入参与”

篇章，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刘文奎以“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为主题介绍
了基金会在脱贫攻坚方面的创
新路径。 从大凉山到四川省绵竹
市土门镇民乐村，再到青海省玉
树市甘达村， 再到善品公社，20
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不间
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可借鉴
的乡村建设道路，“希望大家能
够在未来乡村振兴参与过程中
少走一些弯路， 多省点力气，一
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好”。

（下转 03 版）

““2020 年 12 月 23 日，
2020 中国公益年会在京举
行。年会以 '社会公益的绽放
时代 ' 为主题，由《公益时报》
社主办，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河仁慈善基金会、新奥公
益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
江商学院、 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提供学术支持， 企业公民
（东升汇）俱乐部支持。

年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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