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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

修炼自身，携手同行
公益慈善政策环境进入新常

态。 2016年颁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
法律法规，一是《慈善法》，二是《关
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
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这两项
法律政策对公益行业的法治建设、
规范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

公益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
首先 ，是注入 “新理念 ”，共享精
神、善经济等概念让我们的公益
理念、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 其
次 ，“新方法 ”不断涌现 ，社会影

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和慈善信托
等的出现让我们得以把贫困人
口的需求和资本市场对接起来。
第三 ，是 “新势力 ”加入公益行
业。 企业家管理公益机构、富人
慈善带来的资金和知识精英对
公益的参与都为公益行业注入
新的资源。 第四，是“新资源”，如
政府采购服务、 家族财富和 “99
公益日”、“公益宝” 这样的网络
筹款平台，为给公益行业注入源
源不断的资源。

社会进步带来新需求。 比如
贫富差距、留守儿童、老龄化、环
境污染等 ， 这些问题为公益行
业，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新的
要求。

国家战略提出新期待。首先是
“精准扶贫”， 中央提出 2020 年要
打赢扶贫攻坚战，但要实现这个目
标，需要全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
来，社会组织要贡献更多力量。 第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现在有一些
社会组织已经走出去，例如扶贫基

金会在很多国家开展项目、在两个
海外国家设立办公室。

所以 ，社会需要 、国家期待
一个更有能力的公益行业。 第一
是修炼自身， 第二是携手同行。
“修炼自身” 可让我们变得更专
注，在各自的领域承担解决更多
问题的重任。 而只有大家携起手
来才能够形成合力，这些问题才
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所以，
我与大家共勉，希望公益界携手
同行、不忘初心，让善更有力量。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秘书长王林：

为中国困境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是一个年轻的基金会，成立
六年以来 ，我们一直坚持 “以慈
为怀，从善如流，呵护未来，促进
和谐”的理念，倡导人人助我、我
助人人的精神， 坚持走民间型、
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的特色道
路，实现监督、管理、运作三结合
的工作方式。

我们从生存、医疗、心理、技
能和成长救助五个方面对孤儿、
流浪儿、辍学学生等儿童进行救
助。 在儿童救助工作中，我们提
倡要坚持三个精准。 第一个是救

助地区精准，我们主要在老少边
穷地区，特别是贫困革命老区和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活动；第二是
救助项目精准，我们的救助项目
都是儿童急需的项目，以及能够
解决儿童实际问题的项目；第三
是救助对象精准，我们的救助对
象主要是农村贫困地区的留守
儿童和城市的农村流动儿童。 成
立六年来我们直接救助的困境
儿童已经超过两百万人。

2016 年，我们感觉到公益慈
善发展的道路并不是非常平坦。
因此，在工作当中我们提倡三个

意识 ：第一 ，服务意识 ；第二 ，创
新意识；第三，效率和效益意识。

冲破一切羁绊的方式就是开
展创新， 创新应该是基金会生存
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我们不仅要
在管理模式上创新， 在筹款方式
和项目设计上创新， 同时也要在
活动内容上创新。 当然，在创新的
同时，我们的思维观念、价值判断
和理论研究都要有所突破。

去年我参加了阿里巴巴举
办的 XIN 公益大会，他们提出了
“左手买卖 ，右手爱 ”的观点 ，我
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公益与商

业结合的模式。 因此，我们基金
会在救助困境儿童的同时也在
积极探讨如何创新，比如我们办
的众爱慈善商店 、 同援慈善超
市 、儿童人寿保险等 ，都是在进
行创新和探索。

公益道路不是一帆风顺 ，我
们也希望社会能够给予我们更
多的宽容和试错的机会。 我们愿
意和各位伙伴一道，在公益创新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让我们一起
同行，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增砖添
瓦，为所有的困境儿童撑起一片
蓝天。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

赋权女性，让公益事业更具可持续发展活力
公益的最终目标和核心指

标是赋权。
现在慈善事业的最高目标 ，

不仅仅是为社会上需要救助的
群体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是要
力求改变不合理的体制、 机制、
社会环境和文化，在改善客观环
境的同时，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
和发展能力的提升。

我们不但要关注社会资源
的捐赠，更要自觉地把赋权理念
贯穿到公益项目的每个环节当
中，让那些被救助者重拾应有的
平等权和自我发展机会，激发和

提高他们自主意识和发展能力，
从而实现公益项目的可持续，让
社会充满温暖和正义的力量。

自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在中国举办以来，已经过去
20 多年。 在这期间，中国政府连
续颁布了三期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将性别平等纳入了国家发展
战略。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
2030 可持续发展议题中，也将性
别平等作为重要的目标。 赋权女
性是女性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
发展的需要 ，实践证明 ，赋权女
性，让女性公益成为公益慈善事

业中一道亮丽的不可或缺的风
景线。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一直
致力于激发女性内在的潜力和
自身动力 ， 从而改变她们的命
运，比如我们实施了 16 年的 “母
亲水窖项目”， 就是在解决贫困
家庭取水和用水的同时，更关注
妇女能否利用节约打水的时间，
参与技能培训，从而改变单一经
济活动。 项目开展 16 年来保障
了 296 万个家庭享有安全用水
权利，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以
及在家庭中的地位。

除此之外 ，我们开展的 “母
亲健康快车项目” 在 13 年中为
5500 万妇女提供了各类健康服
务、 培训和普及基本卫生知识，
让越来越多的妇女改变了守旧
的思想。

赋权女性是一个过程，需要
付出艰辛努力，更需要聚合社会
各界资源，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呼吁社会各界企业家 、 专家组
织、公众加入到女性公益慈善的
行列中， 与我们一同在 2017 年
以及未来的日子共同谱写慈善
事业更辉煌的篇章。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代表许长秋：

不忘初心 为爱前行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

家国家级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在 35 年的发展历程
中 ，精心打造了春蕾计划 、安康
计划 、 儿童快乐家园 、“HELLO
小孩 ”等儿童公益品牌 ，形成了
儿童教育 、安全健康 、儿童发展
和灾后紧急救援等多方位的资
助服务体系 ， 惠及儿童近 3000
万人次。

重点关注四大领域的建设。
第一，儿童心理。 一是以近千

个儿童快乐家园为依托，动员爱心
爸爸、 爱心妈妈一对一陪伴照顾，

并动员志愿者开展心理咨询、儿童
安全自护知识培训等关爱活动。二
是通过“百万家庭一线牵”活动搭
建关爱儿童身心健康的平台，实现
了爱心家庭与儿童的情感连接。

第二，儿童素质教育 。 首先
以春蕾计划为寄托 ，帮助 330 万
女童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并为
学生提供艺术 、心理 、情感等方
面 的 教 育 服 务 。 二 是 整 合
“HELLO 小孩 ”项目资源 ，根据
不同群体 、 不同层次的儿童需
要 ，形成相应的项目群 ，满足社
会对儿童素质提升的延伸需求。

三是通过在社区和学校开展线
下阅读推广 ，在电台 、网络等线
上平台设立亲子阅读故事会，使
参与亲子阅读的家长和学生多
达 200 万人次。

第三，儿童安全。基金会已在
全国建成安全体验教室 227 所和
大型安全体验中心 3 所， 举办安
全守护嘉年华 115 场， 通过 “情
景+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儿童在
快乐中学习掌握安全自我意识。

第四，儿童健康及大病救助。
基金会对贫困大病儿童给予及时
救助， 直接受益儿童 8331 名，并

为留守儿童设计专属保险， 采用
基金运作模式，公开招标采购，惠
及 0 到 11 岁的孩子达 10 万名。

随着《慈善法》不断的完善 ，
新技术的掌握应用，慈善文化的
繁荣 ，慈善文化的成熟 ，我国慈
善事业必将迎来发展进步的新
阶段。 在新形势下，第一，儿童始
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第二，模
式创新和专业化将成为驱动行
业发展的双轮 ；第三 ，合作融合
成为行业趋势；第四互联网众筹
将是必争之地 ；第五 ，公益性和
公信力将成为头等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