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 年， 刚刚进入新世纪的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
题频发。以社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
题的思路被提出，国民慈善意识逐
步觉醒。 但这种觉醒还非常朦胧，
既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系
统的实践总结。 21 世纪的中国需
要公益，而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专
业媒体的大力传播与倡导。

在这一背景下，6月 1日， 民政
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公益时报》创
刊新闻发布会。 作为民政部主管、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原中国社会工
作协会）主办的第一家全国性、综合
性的公益媒体， 我们在发刊词中写
下明确承诺：“以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造福人民大众为己任。 ”

“创办《公益时报》就是想在中
国传播一种公益理念。 21 世纪的
中国需要公益，未来的中国更需要
公益。”《公益时报》创始人、社长刘
京强调。一个全新的公益传播时代
由此开启！

初生的《公益时报》受到了资
中筠、朱传榘、成思危等学者与社
会活动家的关注，他们用各种方式
支持我们积极传播公益理念，普及
公益常识，介绍国际经验，大张旗
鼓地为公益慈善正名。

创刊以后，我们推出《公益时
报》彩票专刊《中华彩票》，关注彩
票公益金的募集与使用，为公益事
业发展探寻多元筹资渠道。

创刊以后，我们记录非典时期
社会捐赠、公益组织参与的具体情
况，传达捐赠政策，公示捐赠信息，
以 50 万份抗击非典特刊将国民捐
赠的热潮铭记于史册。

创刊以后，我们策划企业公民

专版， 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探
讨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实
现社会价值，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提供解决方案。

“我看到了一张最好的报纸，
看到了最好的文章，看到了一支最
值得尊重的‘公益救国军’。你们是
第一个把公益与国家民族联系起
来的人，是国家的功臣，我向你们
致敬，我要把你们的报纸送给国家
最高领导， 也送给海外的著名华
人。 你们做的是民族大义、千秋大
业、万代基石！ ”世界第一台计算机
的发明人之一、著名科学家朱传榘
2003 年讲给《公益时报》的话，一直
在鼓舞着我们奋然前行。

2004 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富裕的
个人、企业等设立非公募基金会。

先富起来的人通过捐赠参与
公益事业的门槛被打破。基于慈善
捐赠领域的这一新变化，《公益时
报》 在 2004 年推出了我国第一张
慈善榜单———中国大陆慈善家排
行榜（后更名为“中国慈善榜”），立
意“旗帜鲜明地扬善”。

自此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对年
度捐赠总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个
人、企业的捐赠数据等进行统计，发
布被誉为“中国财富人士的爱心清
单”的慈善榜单，同时推出慈善榜
样，激励更多人加入慈善的行列。

慈善事业受到的关注越来越
多。 200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
出“支持和发展慈善事业”。 当年
11 月， 民政部公布了我国第一部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2006-2010）》。

企业在经济
价值之外的社会
价值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2005
年 11月，由《公益
时报》 和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企
业公民委员会主
办的首届中国企
业公民论坛召开。
企业公民、企业社
会责任等概念进
入国内企业尤其

是民营企业的视野，中国企业开始
以一种经济和社会责任兼具的形
象出现于世人面前。

2006 年 9 月，《公益时报》成
为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披露指定
媒体。

经过持续数年的培育， 我国公
众的慈善意识进一步觉醒， 企业的
公益行为日益多元化。 2008年，汶川
地震激起了全社会的捐赠热情，据
统计，截至 2008年 12月初，全国接
收各界地震捐赠款物 751.97亿元。

作为公益领域的一面旗帜，
《公益时报》 第一时间投入到这场
战斗中。我们走上街头向市民发放
5·12 赈灾号外 50 万份， 我们梳理
出一条条迫切的需求信息，记录下
一个个感人的救援瞬间，统计出一
笔笔无私的爱心捐赠……

我们和香港马会共同筹划慈
善酒宴，筹集善款资助灾区贫困家
庭的伤残儿童。因地震而激发的慈
善之心从此被专业长久地延续下
来，截至目前，每年一届的慈善晚
宴已经筹集善款数千万元，投入到
疾病救助、教育发展等多个领域。

我们以专业的媒体视角记录
了 2008 年之后日新月异的慈善新
时代：2009 年，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
德旺拟捐出 70%家族持有股份成立
基金会，初步探索“股捐”实现方式；
2010年，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北
京举行了著名的“巴比晚宴”；富豪
之外，普通公众也开始投身公益慈
善事业，从志愿者到职业公益人不
断升级，以建立新的组织、向公众提
供产品或服务为目标的公益创业
成为人们的就业选项之一……

我们以搭建平台的方式汇聚
了有志于公益发展的各方力量：
2009 年， 我们发起举办中国公益
新闻年会，发布中国年度十大公益
新闻事件，举办中国公益事业发展
与媒体责任高峰论坛。我们发起成
立我国第一个以倡导企业公民理

念为宗旨的高尔夫联谊组织中国
企业公民高尔夫俱乐部。 2010 年，
我们承办了“中国社工年会”，每年
系统盘点社会工作发展情况，发布
《社会工作发展报告》，推出“年度
全国社会工作领域十件大事”和

“年度社工人物”。
2011 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的中国公益事业在与互联网的
碰撞中不断进化。 借助社交媒体的
力量，公众广泛参与公益成为现实。

“免费午餐”“冰桶挑战”等项目借助
互联网筹集了大量的善款，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腾讯公益 2015
年发起的 99公益日，三天时间网友
捐款 1.279亿元。 与此同时，网络舆
论生态的变化，对公益行业的信息
公开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环境，重
建社会信任体系，提升公益领域的
活力成为时代赋予行业的主题。民
政部门不断简政放权。 2012 年，北
上广等城市民政系统纷纷探索社
会组织直接登记；2013 年雅安地
震之后，募捐市场进一步放开……

公益机构在改革的道路上义
无反顾。 中国红十字会把 2012 年
定位为改革之年，中国扶贫基金会
的发展经验被反复提及……

作为媒体的《公益时报》不仅
记录了这一历程，也开始了全面的
转型与变革。

2011 年，公益时报网全新改版
上线，拉开了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
时代融媒体转型的大幕。上线手机
报，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头
条号、强国号、抖音号，打造公益时
报中华彩票网，开发小程序、APP，
构建媒体矩阵，挖掘培养新媒体人
才……我们在拥抱新时代的道路
上义无反顾。

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我们先后
推出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非公募
基金会十周年、影响中国公益 100
人等专题策划报道，在行业内外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全媒体平台的建设不仅让我

们可以通过图文影音全方位地进
行公益报道，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
推动行业发展的能力。

2011 年开始，《公益时报》每年
举办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
案例发布活动，梳理、研究、推荐和
传播具备战略意义的公益项目，以
弘扬社会责任理念和公益慈善文
化，号召更多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理念，协助企业更加科学、高效地
开展公益项目。

2013 年，《公益时报》联合 7 家
基金会举办第十届（2013）中国慈
善榜祝福雅安抗震主题慈善晚会，
从地震发生到晚会结束，共募集善
款 3.9743 亿元。

2015 年，《公益时报》组织了百
人青海公益行， 来自社会组织、企
业、媒体等各界爱心人士考察走访
了青海多地，达成了多项公益合作。

2016 年，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慈善法》 的通过实施让中国公益
事业进入了有法可依、规范发展的
新时代。

为了弘扬慈善文化，发展慈善

事业，2016 年底，《公益时报》 联合
9 家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中国公益
年会，此后每年举办一届。 年会通
过回顾当年公益事业发展情况，展
望未来发展趋势，将公益声音最大
化，并搭建起共建行业平台，让跨
界合作在公益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我们观察到：慈善组织的成立
门槛被降低； 公募权限逐步放开；
公益信托落地； 信息公开权责明
确；对捐赠人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扩
大；重视机构及行业自律……

我们记录下：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 全国共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7169个；慈善信托从零起步，增长到
420单，合同金额达 32.58亿元；全国
注册志愿者超过 1.72亿人……

我们推动着： 举办中国彩票论
坛、中国彩票年会，成立彩票研究院，
助力彩票市场发展与公益传播；承
办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
议， 全面彰显我国社会工作经验与
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举办全国
社区创新与发展大会， 挖掘社区的
内在潜力， 为社会基层治理添计献
策；响应扶贫号召，在内蒙古阿拉善、
江西莲花等地实施公益项目……

我们感动中：2019 年， 全国慈
善组织用于扶贫济困的支出近
500 亿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
国各级慈善组织共接受社会各界
抗疫捐款 396.27 亿元……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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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栉风沐雨，《公益时报》
从蹒跚学步的“稚嫩幼童”，逐渐长
成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 今天，
无论是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还
是公益行业生态，都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改变。《公益时报》在记录这一
系列变化的同时， 也不断自我蜕
变，焕发新的活力。

我们打造了一支专业高效的
公益媒体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闻工作者“要提高业务能力，勤学
习、多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
型人才”。 作为行业媒体，我们紧密
围绕公益事业中心工作，秉持“理想
主义、职业精神、浪漫情怀、一支好
笔”的工作方式，不断加强人才培养
与储备，锻炼整体团队的合作意识，
提升员工对于公益事业的归属感
和媒体工作的荣誉感。 我们坚持专
业性、公信力、影响力，以内容为核
心进行深入的新闻调查；以行业推
动为重点，搭建平台扬善并链接各
类资源。 集采编研究咨询服务为一
体的《公益时报》专家型团队活跃在
行业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公益
全媒体平台。从 2011 到 2021，我们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
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用十年时间
构建起集报纸、 网站、APP、 小程
序、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
号、强国号、抖音号等为一体的全
媒体平台，通过理念、内容、形式、
方法、手段等创新，累积粉丝百万，
让公益破圈成为公众话题。

我们研发了专业优质的公益
延伸产品。在有效整合各种媒介资
源、生产要素的基础上，我们推动
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
才队伍共享融通，基于行业洞察与
经验，为政府部门、基金会、公益机
构、企业、慈善家等提供包括传播、
会议组织、机构运营、公益项目策
划与咨询、企业社会责任策划解决
方案等在内的各类服务。

二十年砥砺奋进，中国公益事业
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野蛮生长
到走上正轨，不断跨越新的台阶。

二十年以来，中国捐赠规模越
来越大。 从现金、物资、房屋到有价
证券、股权等，慈善家和慈善企业的
捐赠越来越主动、越来越多元。互联
网引发的社会创新给公益领域带
来无限可能，公众捐赠日益便捷、普
及。截至目前，我国每年的社会捐赠
总额都稳定在 1000亿元以上。

二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成
长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官办机
构改革创新的同时，个人、企业等
不同主体积极发起成立社会组织，
从事专业公益活动。 截至目前，我

国社会组织总量已经超过 90 万
家，其中基金会近 9000 家。

二十年以来，中国公益服务的
领域不断拓展。 从希望工程、母亲
水窖、 幸福工程等项目一路走来，
中国公益行业关注的不再局限于
教育、扶贫等传统领域，而是扩展
到儿童发展、扶老助残、救灾赈灾、
疾病救助、科教文卫体发展、环境
保护、性别平等、非遗传承等诸多
不同领域。

二十年以来，中国公益政策不
断出台。从允许设立非公募基金会
到直接登记，从指定机构到放开募
捐市场， 从年度检查到实施报告
制，从审批到备案，随着放管服改
革的推进，主管部门正在实现从管
理到治理、服务的转变。

二十年以来，中国公益事业的
研究机构不断增加。北大、清华、北
师大、上海交大等高校，深圳国际
公益学院、长江商学院等机构纷纷
设立公益研究机构、 推出公益课
程，从引入西方慈善理念到剖析本
土实践经验，丰富的公益推动着理
论研究的发展。

二十年以来， 中国公益传播格
局日益多元。 从传统媒体的公益周
刊，到门户网站的公益版块，再到新
媒体时代遍布客户端、小程序的公益
账号， 公益传播不再是专属权利，人
人公益时代人人都是公益传播者。

2021 年，《公益时报》和中国公
益事业一起， 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社会力量
的加入， 和我们一起传播公益理
念、弘扬慈善精神，为中国公益发
展寻找新的机遇，为中国社会发展
注入更大动力！

我们相信，慈善事业的发展将
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在第三
次分配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相信，慈善捐赠将成为慈
善家和企业财富规划的一部分，并
融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相信，社会组织将真正成
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
社会治理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相信， 慈善事业将不断提
升弱势人群的生活水平，为全体人民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多助力；

我们相信， 党和政府将越来越
重视慈善事业，规范和促进措施将不
断涌现；我们相信，中国特色的公益
慈善理论将逐步完善，并走向世界；

我们相信，公益传播将进入主
流传播领域，成为公众日常关注的
重点之一……

“吾道不孤”，人心向善，一心做
公益总有同行者。 站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感谢所有与我们一路同行的公
益力量， 感谢公益事业的管理者、捐
助者、参与者、倡导者、传播者……

信念指引方向， 创新成就未
来。 下一个二十年，《公益时报》期
待和所有关心公益事业的人一起，
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用更
多爱心与善意温暖这个世界。让我
们一起守望公众利益，旗帜鲜明地
扬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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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公益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 本报记者 王勇20载筑梦扬善

《公益时报》是民政部主管、
中社联主办的第一个市场化媒
体，也是全国第一份综合性公益
类报纸 。 在民政部的坚强领导
下，自 2001 年创刊以来，坚决认
真贯彻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
方针，积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规
定 ，旗帜鲜明地扬善 ，从一个刊
号开始 ，筚路蓝缕启山林 ，栉风
沐雨砥砺行。 一路走来，有欢乐
也有辛酸， 有进取也有迷茫，但
是始终初心不改， 不断进取，二
十春秋，不负众望。 《公益时报》
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公益慈善和
社工事业发展的历程，成为这一
伟大事业的记录者、 传播者、推
动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行
者、支持者、追随者。 有志者事竟
成，报社终于取得了今天丰硕的
成果，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
头 ， 报纸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
可。 在这里我向《公益时报》的领
导班子和全体团队成员表示由
衷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今天我们庆祝《公益时报》二
十岁生日， 今年又恰逢全党全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公益慈善和社
工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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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畅通和规范社
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民政部在《“十四五”民政事业发
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现代
社会工作制度、 促进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完善‘三社联动’机制，
发挥好社区志愿者、 公益慈善资
源协同作用， 促进社会工作专业
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公
益慈善和社会工作将成为社会建
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公益时
报》作为行业的主流媒体，在进入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要更加积极主动作为。 一是要

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的理念。
要时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公益
慈善和社工事业的宣传把好政治
关，始终做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 要做好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宣传，倡导全行业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增强
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二是要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作
为部管媒体， 要紧紧围绕民政部
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报道， 自觉主
动汇报，努力承担任务，积极建言
献策，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需
求，在民政部的领导下，坚持为民
政全局工作鸣锣开道， 团结和引
导全社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和社
工事业， 助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三是要始终坚持公益传
播的初心。要一如既往“旗帜鲜明
地扬善”，充分反映公益慈善和社
工事业在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地位
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充分展现公
益慈善和社工事业在促进社会分
配公平、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中的
优势和成就， 助力畅通和规范社
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建设和谐平
安幸福中国，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提
高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 四是要始
终坚持守正创新， 不断创新传播
方式，丰富传播内容，努力提高宣
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要
围绕扩大媒体受众， 拓展社会覆
盖，丰富传播内容，不断强化对社
工事业和社会工作者的宣传。 要
创新栏目主题，以喜闻乐见、生动
活波的形式宣传社工的社会意
义、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以及具
体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队伍建
设、问题研究、先进典型。 要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 打造公
益传播融媒体平台矩阵， 积极引
导全社会向上向善、以善为美，营
造人人参与、 人人受益的公益慈
善和崇尚社工、尊敬社工、热爱社
工、从事社工、助人自助的良好社
会氛围。

小善积大爱，滴水汇成河。我
代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对大
家多年来持续支持公益慈善和社
工事业表示感谢，对《公益时报》
社的各位同仁表示祝贺，祝《公益
时报》鲲鹏展翅，再谱华章。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换届负责人陈存根：

作为行业主流媒体
《公益时报》在新时代要
更加积极主动作为

从2001 年到 2021 年，《公益时报》 与中国公益事业一路同
行，走过了二十个春秋。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的坚韧与

奋斗，与丰富多彩的中国公益融为一体，在岁月的浸润中历久弥新。
我们坚持观察、记录、解读公益事业进程，见证重大事件瞬间，

传播公益慈善理念，营造跨界交流平台，努力打造公益领域最具影
响力、公信力的权威媒体平台。

我们推出中国慈善榜、中国公益新闻年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论坛、中国公益年会等跨行业盛会，以平台的方式连接行业内外资
源、推动各部门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以推进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为己任，我们扛起‘旗帜鲜明地扬善’
的大旗，始终与中国公益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在历史的长河里，二十年转瞬即逝 ；但所有走过 ，都必留下痕
迹。 对于《公益时报》和中国公益事业而言，二十年里有太多值得记
取的瞬间，我们和所有公益同行者所奉献的公益和大爱，都将走向
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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