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马兴帆

”

1972 年 ，113 个 国 家 的
1300 余名代表在首届联合国环
境会议上发起倡议，希望世界各
国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同年 10 月，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接受了该建议，将每年

的 6 月 5 日设为世界环境日。今
年中国的环境日主题为“共建清
洁美丽世界”。

在 2022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
境日即第 50 个世界环境日之
际，中国金花集团与深圳市蓝色

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共同举办了
“金色梦想 蓝色海洋”主题系列
环保志愿者活动。 5 月 30 日，20
余名活动志愿者来到深圳湾海
岸，他们作为宣传志愿者，以线
下宣传及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
式，向关注活动的线上观众及海
岸边的行人、游客传播海洋环保
知识， 进行垃圾丢弃行为的劝
阻，为环保意识的普及种下一颗
心灵的种子；他们也化身海岸线
清道夫，在沿海岸线 4.5 公里范
围的杂乱、 尖锐的石群间穿越，
将烟头、塑料、金属和玻璃等危
害海洋环境的垃圾进行了地毯
式清理、回收和归类处置，为深
圳市民还原了一方干净开阔的
海岸。 活动以图、文线上传播和
倡议邀约等形式持续传播推广
至世界环境日当天。 活动现场，

行人及市民对志愿者团队给与
了赞誉和鼓励，纷纷表示未来也
将提高环保意识，共同维护深圳
整洁美丽的环境。

据悉， 本次公益活动是自
2021 年中国金花集团总部落地
鹏城后的首次环保类公益活
动，也是“金花公益”系列公益
活动计划中的首发启动项目，
未来还将持续扩大公益活动的
内容、形式及影响范围。 不仅如
此， 集团从产品生产源头即实
行严格的废气、废水、固废处理
制度， 严格遵循环保标准及节
能减排要求，在线持续监控、并
定期委托第三方检测相关处置
情况。 正如中国金花集团的使
命“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的产
品与服务，共创共赢美好未来”
所描述的那样：以立足东方、展

望世界的全球视野践行社会责
任，体现金花人的担当；以登当
时潮头， 心系持续发展的意识
关注能为后代创造什么、 留下
什么，共创共赢美好未来。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它为生
命的诞生与繁衍提供了条件，生
物的演化离不开海洋， 时至今
日，海洋依然与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庞大又精
密的生态系统，海洋是人类重要
的食物及化石能源的来源，同时
也起到强大的调节气候的作用，
保护海洋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
赖以生存的生态圈。相信在越来
越多像中国金花集团一样关注
公益的企业及志愿者们的共同
努力下， 必将迎来更加清洁、美
丽的世界。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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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童节遇上社庆日
我们有些话想对你说

新闻 NEWS

自雕版印刷术出现一千多年
以来， 纸质媒介长期是最主要的
信息载体。2001年 6月 1日，经过
三个多月的筹备，《公益时报》正
式创刊，成为国内首份全国性、综
合性公益慈善类报纸。

彼时， 距离微软发布 XP 系
统还有 4个月， 互联网的普及率
远低于今天。《公益时报》创刊后，
一份份带着淡淡墨香的报纸出现
在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部门、民间
组织、科研院校、爱心企业……成
为影响社会公众理解“公益”二字
的重要力量。

21 年，足以让一个呱呱坠地
的婴儿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 21
年间，《公益时报》 见证了中国公
益事业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
从自由生长到规范发展， 记录了
一场又一场令人刻骨铭心的事件
和讨论。

21年，我们不忘初心，旗帜鲜
明地扬善！

时光荏苒， 如今的《公益时
报》已不单单是一份报纸，在拥抱
互联网的同时， 我们融合新媒体
的力量， 发出更为响亮的时代声
音，正如当年发刊词所言———“以
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造福人民大
众为己任”！

记录时代的意义何在？
回望过去， 让我们一起看看

那些年：
2003 年年底，全国有近 1200

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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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6 月 1 日起，《基金
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同年，我们记录了“非典”时
期社会捐赠、 公益机构参与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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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 2004 年，我们推出了
中国第一张慈善榜单———2004
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 自此每
年以数据的方式记录中国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

2005年，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
提出“支持和发展慈善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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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公益时报》和中国
社会工作协会（注：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前身） 企业公民委员会主
办首届中国企业公民论坛。

2006年，民政部对外宣布，截
至 2005 年年底，中国共有民间组
织 32万个，比前一年增长 10.7%。

2008年， 汶川地震激起了全
社会的捐赠热情，截至 2008年 12
月初， 全国接收各界地震捐赠款
物 751.97 亿元。 从这一时期起，
《公益时报》持续发布年度《慈善
捐赠发展蓝皮书》，举办中国公益
年会、中国社工年会、企业社会责
任论坛，多维度记录时代，推动行
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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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晚宴”。

2011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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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年 12月，《公益时报》举办首届企
业社会责任案例展。

2012 年，北上广等城市民政
系统纷纷探索社会组织直接登
记， 全国社会组织总量达到 32
万家。

2015 年， 腾讯公益发起“99
公益日”， 三天时间网友捐款
1.279亿元。

2016年 9月 1日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民政
部指定腾讯公益、淘宝公益等 13
家平台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
捐信息平台。 同年，《公益时报》举
办首届中国公益年会，以联合、跨
界的方式推动公益事业。

2017年，《公益时报》 举办首
届中国彩票年会， 面对新时代彩
票事业挑战，共同探讨未来之路；
承办亚太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
议， 全面彰显了中国社会工作经
验与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020年，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1 月 20 日 13 时，全国社
会组织累计登记数量突破 90 万
家，达到 900,914家。

2021年，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
布的《2020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
告》显示，2020年中国内地接受款
物捐赠共计 2086.13亿元，首次超
过 2000亿元……

历史的车轮徐徐向前， 那些
被文字和镜头记录的一切一直存
在，等待重新被看见的一天。那些
岁月读来，或是自豪、快乐、欣慰，
或是辛酸、不甘、无力，但哪一种
都不为过，都值得尊重。面对历史
的时候， 人亦应有表达真实情绪
的权利。 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经
过程。

21 岁的我们见证了 21 世纪
以来的公益事业发展， 看到大量
现实，听见多方感慨。 面向未来，
依然责任在肩，不忘使命。

古人认为，二十是弱冠之年，
“二十成人，初加冠，体犹未壮，故
曰弱也”。 21岁，没有孩童时期的
稚气，不再有儿童节，正逢成年弱
冠后要继续前行、继续成长，仍是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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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值得被
记住的一切！

中国金花集团“金色梦想·蓝色海洋”公益活动在深举行

我们又过‘六一’啦！ 21年来，每个‘六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别误会，这不是矫情，是因为《公益时报》的创刊日恰巧也是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