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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公益领域， 存在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人才！

人才建设， 实际上是生态环
境的一种改变。

在公募基金会，人才体系、薪
酬的标准要比照机关事业单位相
应的级别来确定， 所以这个突破
是很难的。 比如扶贫基金会管理
资产非常多，还有小额信贷等等，
都需要很高级的人才， 但是比照
执行的话， 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
难度是比较大的。

非公募基金会方面要容易一
点， 但做公益的人还拿那么高的
钱，从观念上，大家过不了这样的
关。

就目前状况而言， 由于行业
薪酬普遍较低， 现有人才难以施
展拳脚，也很难吸引优秀人才，直
接影响了公益组织的效率及公益
资源的优化配置， 进而影响了整
个行业的发展水平。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 “中国公
益领军人才”项目，在整个公益行
业里面引起观念的转变。

引领公益行业观念的转变要
怎么做？ 一个人做这个事，肯定是
不靠谱的， 一定是公益圈里有代
表性的人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事
情。 公益人才、理念发展了，公益
事业才能更好发展。 要让更多的
年轻人， 包括职业经理人进入公
益机构从事公益行业。

所有人都感觉非常有意义 ，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

们先期启动了一个公益领域公募
基金会的联盟， 希望拿它作为做
这件事的支点， 把这个事情做起
来。

下一步,要把各种各样的资源
整合到一起来推进公益人才建
设。 为此，我们将发起“中国公益
领军人才发展计划”。

计划由 100 位中国具有社会
责任心的企业家、 慈善家和公益
界人士发起， 以公益众筹的模式
吸纳资金， 每年从全国范围内优
选出 100 名公益领军人才， 每人
予以 100 万元的奖励。

通过改变中国公益领军人才
的薪酬，优化行业人力资源，进而
改变中国公益事业， 推动行业变
革与社会创新。

由此， 将形成一个中国领军
人才的交流网络， 建立中国企业
家、慈善家族群的社交平台，提升
行业领袖素质，为中国公益吸纳、
发掘、储备精英人才。 进而搭建公
益职业经理人与慈善家之间 、公
益职业经理人之间、 慈善领袖之
间的沟通渠道，通过该渠道，完成
社会优势资源的统一整合， 借此
推动中国社会资源配置向更高
效。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益众筹吸
引更多的眼球， 让社会更多的对
公益的关注，最终从观念制度上，
让大家认可公益人才。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不在于谁
出多少钱，最重要的要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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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行业的关键在于
改变人才

2016 年 1 月 26 日，由公益时
报社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
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公益新闻年
会”在北京举办。 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潘岗， 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
多家国家级基金会的理事长、秘
书长，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 公益时报社社长刘
京等出席了年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
书长窦瑞刚作为联合主办方代表
致辞。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
记处书记潘岗在年会上致辞并揭

晓了经过网络调查， 结合行业领
袖、专家、媒体等意见共同推选出
的“2015 十大公益新闻”，包括：马
云以 124 亿元捐赠获第十二届中
国慈善榜首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确认取消；腾讯“9·9 公益
日”引爆“互联网+公益”；慈善法进
入立法快车道；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召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
立； 新环保法促环境公益诉讼破
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总体方案出台；社会工作领域职业
能力标准体系建设加速；尼泊尔地
震，中国海外救援力量表现积极。

公益新闻的生产与传播，离
不开公益记者的努力。 20 位公益

记者被授予 2015 年度优秀公益
记者，40 位公益记者被授予 2015
年度公益记者， 以感谢他们为推
动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卓
越贡献。

为了记录 2015 年的公益历
程， 展现公益链条上每个位置关
键人物的风采， 年会还向社会各
界重点推介了“2015 年影响中国
公益 100 人”。 盖茨、马云、曹德
旺、马蔚华、张维迎、许戈辉、涂猛
等， 一个个星光熠熠的名字照亮
了 2015 公益的天空。 他们是基金
会的秘书长、 草根 NGO 的领路
人、一呼百应的名人明星、勇挑重
担的企业翘楚、 立宪制法的专家

学者、 记录时代的媒体镜头……
他们虽然身份不同， 但在时事波
澜和社会演变中， 却都始终充满
善意。 他们不仅影响了中国公益，
也影响了整个中国。

成绩属于过去， 辉煌更待未
来。 实现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并
构建和谐社会， 任重而道远。 因
此，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
奎、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秦国英、 中国华侨公
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继
宁、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李伟、 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林、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秘书长胡广华等代表各自机构，
联合公益时报社等机构向全社会
发出共同倡议， 倡议公益组织在
对话中达成共识、 在共识下形成
战略、在战略下开启行动、在行动
中完成建设！

倡议实现的关键在于人，改
变的关键同样在于人。 围绕公益
人才培养的主题， 北师大中国公
益研究院院长、 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院长王振耀， 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秘书长卢迈， 中国式众筹布
道者和领军人物、 人才 IPO 布道
者、人称“杨众筹”的杨勇，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公益时报社社长、 国家开放大学
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刘京分别发表
了主题演讲。

为了将对公益人才培育的理
念落到实处，年会正式启动了“中
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 项目将以
公益众筹的模式吸纳资金，每年从
全国范围内优选出 100 名公益领
军人才，予以薪酬奖励。 通过改变
中国公益领军人才的薪酬，优化行
业人力资源，并搭建公益职业经理
人与慈善家之间、公益职业经理人
之间、 慈善领袖之间的沟通渠道，
借此推动中国社会资源的高效配
置，进而改变中国公益事业，推动
行业变革与社会创新。

“中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启动

第八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召开

第八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正式推出“中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潘岗揭晓“2015 十大公益新闻”

《公益时报》联合八家公募基金会向全社会发出共同倡议，推动中国
公益事业发展

第八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现场座无虚席

现场揭晓“2015 年影响中国公益 100 人”

共 60 名记者在现场被授予 2015 年度优秀公益记者、年度公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