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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4 日，《公益时
报》 社成立 20 周年活动在京举
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换届负
责人陈存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荣誉会长徐瑞新、中国华侨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内部副主任
陈建平，以及来自企业、基金会、
研究机构等不同领域的逾百位
嘉宾参加了活动。

2001 年 6 月 1 日，《公益时
报》正式创刊。 20 年来，以推动公
益事业发展、造福人民大众为己
任，《公益时报》坚定地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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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换届负
责人陈存根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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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创刊以来，
在民政部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
党中央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方针，积
极落实相关制度规定，旗帜鲜明地
扬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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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公益时报》作为行
业的主流媒体，要始终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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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报社要始
终坚持“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始
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
坚持公益传播初心，始终坚持守
正创新，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
播内容，提升传播效果。 他强调，
报社要充分展示公益慈善和社
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和社会治

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建设和谐平安幸福
中国，推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公益时报》的发起人，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公益时报》 社社长刘京回
顾了报社的发展历程， 他表示：

“我们探讨公益对社会到底有什
么样的作用， 过去我在很多文章
里都讲过公益是社会进步的三重
动力之一， 现在更加深刻地意识
到， 一个人的善行是灵魂的最好
的栖息地，而《公益时报》就是倡
导公益，旗帜鲜明地扬善。 ”

“感恩时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
一个平台。 感恩民政部，没有民政
部的支持和领导，也没有《公益时
报》的今天。 ”刘京表示，“感谢所有

的朋友，《公益时报》 能有今天，感
谢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支持。 ”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荣誉
会长徐瑞新回顾了《公益时报》
创办时的情况，他表示：“组织一
个团队很不容易，艰苦奋斗了 20
年，发展到现在，在公益界有一
定的影响， 大家认可这个报纸，
应该热烈地祝贺。 感谢大家，感
谢刘京，感谢报社的全体同志。 ”
刘京代表《公益时报》向徐瑞新
赠送了以慈善为主题的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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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送了书法作品。他表示：“今年是
建党纪念 100周年，《公益时报》是
20岁，希望《公益时报》继续下去，
也可以发展到 100 岁，希望《公益
时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国内部副主任陈建平受中国记

协党组和书记处委托致辞，他代
表记协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是提
高政治站位；二是强化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三是大力推动媒体
融合发展；四是持之以恒抓好队
伍建设。“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和关心《公益时报》在努力推
动中国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促进社会进步和共
享发展成果等方面的工作。 ”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
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在贺信
中表示，二十年前，作为全国第
一份公益领域综合大报，《公益
时报》白手起家，跨界草创，于行
业尚荒芜之时竖起民间公益与
社会工作大旗；二十年间，《公益
时报》守望公益星火，解读善意
中国，旗帜鲜明地扬善，与中国
公益事业共成长，终发展为诸多
财富人群与社会公众走向公益

慈善之路的坚实桥梁。
著名管理学家田涛在贺词中

写道：《公益时报》 从更直接的意
义上讲， 正是在陪伴企业人成长
的过往 20 年中，扮演了中国公益
事业“布道者”的角色。“我们都有
行大善的潜力，也都有可能自私、
贪婪或小气———毫无疑义，《公益
时报》激发了无数商人、企业家的
善念与善行……你们在过往 20
年、尤其是在未来的时代，必定会
助力一代代的中国企业人‘在获
得经济舞台上的胜利’的同时，获
得思想上、道德上更多的充实，以
及人格上的健康。 ”

来自基金会、学界、企业等
不同领域的代表，回顾了与《公
益时报》和中国公益事业共同走
过的历程，分享了他们对公益的
认知与期待。 他们纷纷表示，期
待与《公益时报》一起在发展公
益事业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何建民在总结致辞中为《公益时
报》走过 20年点赞喝彩，并由衷祝
愿《公益时报》明天会更好，同时表
达了感谢之意，“感谢《公益时报》
为中国社会工作添彩，感谢各位嘉
宾对《公益时报》的支持，谢谢你
们，我们 20年以后再相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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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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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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
《公益时报》是一个褒扬激励的平台；是一个公益

事业导向引领的平台；是一个努力探索创新的平台。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和《公益时报》结缘

之后有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公益时报》始终坚持媒
体的良心和胆识，忠于报道守于理想。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
《公益时报》是客观忠实的公益记录者，又是脚踏

实地、身体力行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我觉得 20 年，一
个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带领一个有责任感、非常专业
的团队，让《公益时报》成为公益行业亮丽风景线和最
重要的基础设施”。

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雷永胜：
20 年前《公益时报》的创办是非常伟大的创举，中

国公益事业需要这样的人和机构。 希望 20 年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希望两个团队继续合作，共同推动公益行业
的美好明天。 他还向《公益时报》赠送了礼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公益是推动中国进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向 《公

益时报 》20 周年表示祝贺的同时 ，也希望今后和 《公

益时报 》和刘京社长一起走下去 ，把中国的公益事业
做好。

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
《公益时报》客观公正地报道了长江的正能量，对

长江社会创新实践进行了充分支持。 希望一起把中国
的公益做得更好，做到全世界。他还向《公益时报》赠送
了底座刻有“善利万物、功成不居”的太极球，祝愿《公
益时报》越办越好。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边海燕：
《公益时报》作为公益慈善界的排头兵，传导了最

前沿的公益思想，传播了最智慧的善财之道，传承了最
荣耀的慈善精神，让每一位公益人都非常受益。 《公益
时报》 为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资深投资人于懋：
《公益时报》能做到这个时候真是不容易，在他的

心目中最喜欢最钦佩的是刘京社长看似“不正经”但成
天做正经事。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轻松集团首席战略
官王政：

聚小爱小善成大爱， 让慈善成为我们灵魂的栖息

地，我们愿意把《公益时报》当我们人生的朋友，当我们
人生的栖息地。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立飞：
《公益时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非常不容易，但却

赋能了很多人和企业。 我们日照钢铁在刘京社长的引
领下，今年就成立了基金会，每年拿出 5000 万元做公
益项目。

北京科怡辰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军利：
20 年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公益

时报》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希望《公
益时报》人继续用博大的胸怀思考感悟，用潇洒的文笔
抒发情怀，谱写奋发有为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杜淼：
《公益时报》20 周年，让我们聚在一起、让《公益时

报》团队聚在一起的，想来想去就是公益的力量。

火箭军后勤部原政委孙少华：
《公益时报》20 年，首先是举旗传道、根植沃土、讴

歌时代的 20 年；其次是当代豪杰侠客、公益志士、慈善
大家群贤毕至、群英荟萃、情感聚集的 20 年；第三是聚
沙成塔 、水滴石穿 、力量汇集的 20 年 ;第四是大爱无
言、功德无量、名垂千秋的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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