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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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汇成 20周年后再出发的强大动力

公益行业传媒“试水者”

20 年前，是本世纪第一个时
代的开端，也是中国公益事业发
展的缩影，见证着中国社会向前
奔跑的步伐。

《公益时报》记录、见证、参
与并推动了这个时代进步。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 正式施行，中
国公益蹒跚起步。 2001 年中国成
功叩开世贸大门， 人均 GDP 从
不足 1000 美元逐步增长，中国人
的钱袋子有了长进。

在国人对“公益”认知的雏
形尚未建立之时，2001 年 6 月
1 日，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主办的国内唯一一
张全国性公益类报纸《公益时
报》诞生，这在当时媒体界是唯
一一家高举公益旗帜开拓创新
的纸媒。

《公益时报》在发刊词中写
道， 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造
福人民大众为己任。

这张报纸的问世一度被业
内人士认为“不合时宜”，至少早
产了 5 年。 有人说道，当下中国
普罗大众还在为生存奔波，中国
企业还在埋头原始积累，这时候
谈公益慈善，谁来响应？

2003 年 4 月，非典型肺炎疫
情暴发，“公益”一词在中国大地
崭露头角。

当时，据《公益时报》统计，
截至 2003 年 7 月 31 日， 全国共
接收社会捐赠款物 40.74 亿元，
与捐赠方以民间力量占多数不
同，此时仍以官方为主，面向公
众的公募基金会仍是企业和个
人献出爱心为数不多的渠道。

可见，当时捐赠者的热情和
公益渠道还较为有限，这似乎印
证了这位业内人士所称的公益
时代尚未到来。

善行是一个人灵魂最好的
栖居之地。《公益时报》努力寻找
着发展方向，千里之行总会觅得
知音。

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指出，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少现代公

益的基因，但公益事业将来必定
会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组
成部分。

2003 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
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所著的《散财
之道》一书问世，为中国“先富起
来” 的阶层提供了一个积极的、
科学的散财之道的借鉴。

同年 11 月， 世界第一台电
子计算机发明人之一朱传榘在
参与《公益时报》联合民间组织
促进会举办的“首届跨国公司与
中国公益事业高级论坛”上慷慨
致辞：“我们做公益不是救一时
之急，是要富国强民，促成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

多位前辈对于中国公益的
表态，让《公益时报》看到中国公
益星火燎原和大发展的前景，更
加笃定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美
好未来。

“企业公民”倡导社会责任
旗帜鲜明地扬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出起决定性
作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
了这个时代最直接的标志。

他们在造福于社会与大众
的同时， 也在思考“财富的归
宿”。 毫无疑问，《公益时报》激发
了无数企业家的善心、 善念、善
行、善言。

2004 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公
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
立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让民营企
业家拥有了“定心丸”。 同年 6 月
1 日，《基金会管理条例》 正式施
行，助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
快车道。

政策来了、腰包鼓了、责任
有了、公益之心近了，有着对企
业发展和社会责任的观察与前
瞻，一个关注中国财富人群社会
责任的话题———“企业公民”成
为《公益时报》报道的主角。

2003 年 6 月 2 日，《公益时
报》专门开辟了事后被证明是中
国最早引入企业公民概念的版
面，“企业公民专刊”孕育而生。

2004 年，推出首届“中国大

陆慈善家排行榜”（“中国慈善
榜”前身），提出“旗帜鲜明地扬
善”理念，尝试通过慈善榜来推
广企业公民的理念，发布后社会
反响强烈，《公益时报》成为名副
其实的超级“网红”。

截至 2021 年，18 年间，中
国慈善榜记录了 3068 位慈善
家、8936 家慈善企业的大额捐
赠，收录捐赠总金额近 2267 亿
元，被誉为“中国财富人士的爱
心清单”。

可以看到，中国正在以加速
度的方式进入市场时代，一批快
速崛起的财富阶层开始思考起
自己的社会画像，他们急于告别
原有固化的“暴发户”形象，追寻
利润最大化不该是唯一目标，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受人尊敬
的“企业公民”成为不二选择，很
快他们就将理念转化为行动。

记录中国公益发展的
历史底稿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提出要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

2008 年，汶川地震、南方雪
灾，激发出中国社会空前的捐助
热潮，年度慈善捐款首次过千亿
元，中国公益元年就此开启。 这
一年， 不少人成了职业公益人，
公益逐渐成为一种风尚。

《公益时报》敏锐捕捉到这
一变化， 忠实记录着善念和善
行， 积极推出与时代同呼吸、共
命运的新闻产品和品牌活动回
应公众关切与社会良性互动，帮
助人们提升道义品格、满足精神
追求，唤起更多人的善念。

一直以来， 重大新闻事件
《公益时报》从不缺位，《面对“非
典” 我们无畏》
《“集善家园”傍上
“中国公益总会”
为公益还是为利
益？ 》《中央关于

“十四五” 规划的
建议对社会组织、
志愿者、 慈善、社
工意味着什么？ 》
《“闭关”40 日：武
汉抗疫中的社区
专业力量》 等，一
批批关注较高的
新闻作品，均留下
了《公益时报》一
线记者的身影。

《公益时报》品牌活动开展
如火如荼， 在每年举办中国慈
善榜的基础上， 持续多年发布
《年度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
打造中国公益新闻年会、 中国
社工年会、 承办亚太地区社工
会议等年度活动， 形成了中国
慈善榜镌刻捐赠精神， 企业社
会责任案例推崇企业公民，中
国公益新闻年会倡导行业构建
的公益“三部曲”。

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的同
时，市场价值逐渐呈现，多方伙
伴协作渐入佳境，《公益时报》
相继举办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慈
善晚宴、企业公民（东升汇）俱
乐部慈善义卖、“共铸中国心”、
香河社会化养老研讨会等慈善
盛事。

作为社会公益领域的一面
旗帜，《公益时报》坚持树立责任
向善的大旗, 高度重视传播手段
建设和创新,努力提高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践行“四力”要求
为推动共同富裕而奋斗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首次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
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
事业”。

2020 年《中共中央“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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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1 日， 第 9 期
《求是》 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
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
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

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
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2021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
见》正式公布。

这表明，党中央对于解决贫
富差距的坚定信念和有效手段。
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
段性重心已经从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和全面脱贫逐步转移到
让一部分人先共同富裕起来，直
至实现全面共同富裕。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先
富者走在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通过“第三次分配”先富带动后
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福耀集团创始人曹德旺、碧
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宝丰集团创
始人党彦宝、世茂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荣茂等企业家已被“中国慈
善榜”记录，成为推动共同富裕
的榜样，他们让财富发挥更大的
社会价值。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公益时报》作为全国首创的

公益类纸媒， 一份执着于探寻财
富归宿的纸媒、 一个守护着中国
公益星火的平台、 一张记录社会
发展的历史底稿， 正用着专业视
角迎接中国公益大发展的未来。

20年来《公益时报》从未忘记
初心使命———守望公众利益、解
读善意中国、旗帜鲜明地扬善。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的伟大日子，百年
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 让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

“四力”要求，努力践行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汇成 20 周年后再出发的
强大动力。

六月的北京，阳光明媚、天色湛蓝、树木苍隆。
我们隆重庆祝《公益时报》成立 20 周年。 20 年来，《公益时报》坚持正确的办报导向，与时代同呼吸

共命运，积极探寻公益的真谛，扮演着中国公益“布道者”的角色。
《公益时报》现已发展成为中国公益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中国公益资源的重要交流平台、中国公

益项目的重要展示窗口，成绩背后有着主管单位民政部的正确指导，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
大力支持，新闻工作者“娘家”中国记协的真切关爱、各级组织的鼎力协作、各位公益伙伴的辛勤付出、
各个同事的共同奋进。

著名书画家、北京大学资源美术学院院长柯良向《公益时报》社赠送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