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 日，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榜发布活动在青岛城阳举行。 本届中国慈
善榜上榜慈善家 105 位（对），合计捐赠超过 40.1010 亿元；上榜慈善企业

1108家，合计捐赠 226.9964亿元。
同时揭晓的还有中国慈善明星榜，记录了 50 位明星的慈善事迹。《2020 中国慈善捐

赠发展蓝皮书》同期发布，对 2020年度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在榜单
发布的基础上，活动对年度慈善家、慈善企业、基金会、慈善项目、慈善明星、慈善榜样等进
行了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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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榜发布活动在青岛城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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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中国慈善榜发布活
动都是一次旗帜鲜明地扬善。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
宗兴宣布第十八届（2021）中国
慈善榜发布活动正式开幕。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
宗兴，原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
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换届负
责人陈存根，全国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
部长、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
光，中国侨联顾问、中国华侨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青岛市慈
善总会会长王伟，青岛市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哲，青岛市城
阳区委副书记、 区长解宏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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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民共同启动了发布活动。

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家
榜入榜慈善家 105 位（对），合计
捐赠 40.1010 亿元， 平均捐赠额
为 3819 万元。 榜单数据显示，
2020 年，年度捐赠额在亿元级别
的慈善家有 9位， 其中最高捐赠
额突破了 10 亿元大关， 达到
15.8677 亿元。 捐赠额在 1000 万
元至 1亿元之间的慈善家 32位。

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
榜上榜慈善企业 1108 家， 合计

捐赠 226.9964 亿元。这是入榜企
业首次突破 1000 家。 43 家企业
的年度捐赠总额在 1 亿元以上，
其中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捐赠
总额超过 20 亿元， 牧原集团捐
赠总额超过 10 亿元。 年度捐赠
总额在 1000 万元至 1 亿元之间
的企业共有 361 家， 共计捐赠
78.2096 亿元。

盘点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慈善事业正在“从单一走向
多元、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国内
走向国际，从社会救助迈入社会
治理”。 中国企业家正在向慈善
家转变，企业家的捐赠规模越来
越大， 捐赠形式越来越多元，关
注的领域越来越丰富。 中国企业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对慈善事业的参与越来
越广泛、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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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拥有
改变世界的能力，应勇担与其能
力匹配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越
来越多企业家在创造就业、促进
经济、投身公益等方面勇担社会
责任，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
健康可持续发展。

刘京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但国内地区、城乡、收入的
两级分化却逐步加大。 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已经释放
出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公

益慈善事业、对收入分配格局进
行调整的重大信号。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率先
迎来复苏迹象， 发展仍然是硬道
理。 事业忠诚和社会责任已成为
企业家的精神支柱， 而非一味追
求财富， 这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
发展和幸福的根本。 ”刘京强调。

本届中国慈善榜发布活动
是首次在北京之外举办。

青岛市慈善总会会长王伟
表示，中国慈善榜活动在青岛举
办，可以将更多的慈善精神和慈
善文明汇集青岛，与来自全国的
慈善工作者一起共论经济担当
与慈善责任，为青岛的经济发展
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新的活力
和思维。

青岛市城阳区委副书记、区
长解宏劲表示，中国慈善榜发布
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年度盛世，
此次选择青岛，选择城阳，是对
我们的极大认可和激励，必将推
动城阳慈善事业再攀高峰。

“进入新时代，我们正在加
快建设青岛中央活力区，幸福新
城阳，我们将始终努力播种慈善
的花朵，撒下爱心阳光，大力发
展慈善公益事业，让慈善成为广
泛共识。 ”解宏劲表示。

为了发挥榜样的作用，在榜
单发布的基础上，活动对年度慈
善家、慈善企业、基金会、慈善项
目、慈善明星、慈善榜样等进行
了致敬。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世界格局已经形成，影响前
所未有。 2020 年，全民“战疫”，打
赢了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脱贫攻
坚， 书写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传
奇。 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跃上新台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 100 万亿
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 1 万美
元，中等收入群体超 4 亿。 成绩的
背后，不确定性和机遇相伴并存。
中、 美之间摩擦时现， 我国在芯
片、航空、软件等领域被卡脖子现
象凸显， 这需要中国企业家积极
参与突破， 承担更多符合自身体
量的社会责任。

当前， 一批批中国企业家已
经觉醒， 通过大额捐赠甚至百亿
级巨额捐赠，兴办高等教育、关注
环境、助力乡村振兴，迎接挑战与
机遇。

企业家精神的“觉醒年代”

最近， 一部名为 《觉醒年
代》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引发观
众共鸣。

百年前，陈独秀、李大钊、鲁
迅、毛泽东等重要人物接力而起，
为中国之觉醒而呐喊， 用信仰的
力量探索着中国未来。

百年间，一批批中国企业家，
以实干闯未来之精神， 助推中国
发展。 他们积累财富、开源节流、
多元捐赠， 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 让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中
国格外璀璨夺目。

2020 年，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了全面胜利， 完成了消除绝对
贫困的艰巨任务， 创造了又一个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现阶段，从
脱贫攻坚已正式转入乡村振兴，
从“万企帮万村”到“万企兴万村”

也成为企业家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的重要渠道。

2020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
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
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 要
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
诚信、 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
面不断提升自己”。

近年来， 越来越多企业家在
创造就业、促进经济、投身公益等
方面勇担社会责任， 有力推动了
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榜
上榜慈善家 105 位（对），合计捐
赠 40.1010 亿元， 平均捐赠额为
3819 万元。 上榜慈善企业 1108
家，合计捐赠 226.9964 亿元。这是
入榜企业首次突破 1000 家，也是
中国慈善企业榜的捐赠总额首次
突破 200 亿元。

榜单数据显示，2020 年，年度
捐赠额排名第一的福耀玻璃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曹晖
的总捐赠额突破了 10 亿元大关，
达到 15.8677 亿元。

从善款的使用来看， 慈善家
的捐赠方向日益多元化， 不再仅
限于某一领域，教育助学、扶贫济
困、科教文卫体、环保等社会公益
事业都有所涉足。

在 1108 家慈善企业中，年度
捐赠总额在 1 亿元以上有 43 家，
年度捐赠总额超过 10 亿元以上
有 2 家， 分别是碧桂园控股有限
公司、牧原集团。 其中，碧桂园控
股有限公司共捐赠 21.0417 亿元，
其捐赠涉及教育助学、扶贫济困、
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多个领域。

除疫情防控之外，教育依旧是
企业的重点捐赠方向。上榜企业中
有 119 家的捐赠是以教育为主要
方向的，共计捐赠 29.4179亿元。

（下转 10 版）

2021 年 5 月 20 日，由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公益时报》 社社长刘京主编，《公
益时报》社新闻编辑部团队编写的
《2020 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
书》， 于青岛城阳举办的第十八届
（2021） 中国慈善榜活动现场同时
发布。

据了解，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
皮书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额捐赠为
主视角，年度性记录和总结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历程的蓝皮书，自
2008 年出版至今， 该系列蓝皮书
已连续发布 14 册每年， 该蓝皮书

均基于中国慈善榜的权威数据及
翔实的新闻采访资料研究编纂而
成， 呈现公益慈善领域管理者、捐
赠者、社会组织、受助者以及各类
相关平台等捐赠链条上不同主体
的年度表现，并呈现数据背后的故
事与隐藏的捐赠规律。

2004 年以来，《公益时报》社
每年组织专业力量统计编制中国
慈善榜， 至今共收录 2794 位慈善
家、8193 家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
收录总捐赠金额超 2000 亿元。 该
蓝皮书系列主要收录和分析的数
据即来源于此。

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
收官之年，同时又遭遇罕见的新冠
疫情， 因此，《2020 中国慈善捐赠
发展蓝皮书》重点记录和分析了不
同主体在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这
两大领域所做出的大额捐赠。 此
外，高等教育也仍然是慈善企业和
慈善家大额捐赠的主要流向。

蓝皮书显示，2020 年，以“稳
定贫苦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为指引，消费扶贫和线上扶贫
在这一年成为最明显特征，各地多
措并举， 社会力量作用充分发挥。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 中西部 22
个省份共认定 136190 个扶贫产
品， 涉及 1836 个县和 39523 个供
应商，销售 2276.65 亿元，超额完
成 2000 亿元的年度销售任务。 此
外，97%的中国百强企业积极投身
脱贫攻坚事业，年度平均扶贫捐赠
额过亿元。

在抗击疫情方面，蓝皮书特以
“疫情下的大国慈善”为主题，详细
记录了 2020 年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 个人等不同主体团结一心、为
国纾难的宏伟场景，也描述了中国
慈善力量走出国门、向海外输出善

意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蓝皮书还
在第六章按不同行业对千万元级
别的抗疫捐赠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和特征分析，是国内唯一一份对该
议题进行全面剖析的报告。

除对大额捐赠进行全面观察
之外，蓝皮书还重点观察各捐赠主
体对社会治理所做的贡献，并收录
了 2020 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备
受关注的话题，如股权捐赠、灾害
救援、互联网筹款、社会工作、公益
诉讼、“饭圈”公益等，以媒体观察
的视角试图进行解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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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应勇担与其
能力匹配的社会责任

《2020 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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