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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朋友们！

在这草长莺飞的美好春光里，
我们齐聚雁栖湖畔，举办第十四届
中国慈善榜典礼， 发布慈善榜单，
盘点展示过去一年的慈善成就，传
播榜样的力量 ， 吸引社会各界关
注、支持 、参与中国慈善事业和推
动社会进步。在此，我谨代表《公益
时报 》社 ，向出席活动的各位领导
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将要获得
荣誉称号的个人和企业、 机构、项
目表示衷心祝贺！向一直以来关心
支持 《公益时报 》和慈善事业发展
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自 2004 年创办中国慈善榜活
动以来， 我们坚持用数据说话，记
录中国企业、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
的大额善举 ； 坚持 “慈善不问动
机”、坚持“旗帜鲜明地扬善”，坚持
用“榜样的力量”，发掘中国慈善捐
赠的精神文化内涵 ， 营造慈善氛
围，为发挥慈善事业在社会进步和
创造美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做出
积极的努力。

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推动社会进步

从数据来看 ，过去六年 ，我国
的社会捐赠总量平衡在每年 1000
亿元左右，其中大额捐赠长期占据
大幅比例。 2016 年度，公众捐赠总
量虽然较比 2015 年度增速了 20
多亿，但占比仍在 7%以下，中国企
业和企业家及精英人士的大额捐
赠占幅接近 93%，企业家捐赠依然
是社会捐赠中的主导力量。

翻开我们手中的中国慈善家
和慈善企业榜单 ， 刚刚 过 去 的
2016 年， 中国企业家对于慈善事
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世纪金源的董
事局主席黄如论先生捐赠 4.5 亿
元、宁夏宝丰集团董事长党彦宝赠
额 2.2 亿元、传化集团股东承诺捐
出价值 30 亿元……亿元及以上的
单笔捐赠近 30 笔： 重庆伯恩集团
董事长熊新翔捐资 1 亿元、小米科
技创始人雷军捐款 1 亿元等。

新一批大额公益捐赠的持续
涌现，彰显了中国企业家的时代特
征 ，中国企业家展示的面貌 ，既是
在商业领域纵横驰骋的一代枭雄，
也是在公益领域不断发力的时代
英雄， 我们可以明确地向社会宣
告，中国慈善家的群体正在形成。

中国企业家对于社会进步的

精神更应记录 ， 他们不断寻找机
会 、创造财富 ，在经济领域推动了
社会进步； 同时随着财富的积累，
又开始思考财富的终极意义：他们
愈发意识到价值观和使命感的重
要性，除捐赠资金量加大外 ，他们
参与社会事务的深度和广度增强，
从使命感意识的产生到单纯的资
金捐赠再到切身参与社会事务；从
慈善的个体行为到家族行为再到
影响整个企业甚至行业的上下游；
中国企业家在行善方式、慈善项目
等不同方面，引导社会创新 、提高
社会效率的成效愈发凸显。

中国公益组织迎来大发展

翻开我们手中的基金会榜单，
我们可以明确地体会到，中国公益
组织有效回应了社会诉求，更积极
地规范捐赠款物使用，健全组织结
构治理 ，强化信息公开 ，增强服务
意识， 获得了更多捐赠人的信任：
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捐赠 4.71 亿
元、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收入
4.47 亿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筹
集资金 4.27 亿元、 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捐赠收入 3.37 亿
元、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
近 2 亿元……

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公司基
金会和私人基金会积极探索专业
化、现代化的捐赠模式，贡献巨大：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在 2016 年
度公益支出 3.48 亿、 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支出 3.03 亿元、 河仁慈
善基金支出 2.81 亿元、 爱佑慈善
基金会支出 2.24 亿元、 老牛基金

会支出 1.67 亿元……
早在 2004 年， 第一张中国慈

善榜发布，也是《基金会管理条例》
颁布实施的那一年，全国各级登记
的基金会不到 1200 家，而到今天，
这个数字已经接近 6000 家。 更重
要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从起步
的为捐赠人服务，到中间的设立品
牌项目 ，发展到现在“以价值观和
社会问题为使命”， 只是短短十几
年的时间。

多元化公益格局正在形成

14 年的坚持， 我们用数据记
录和观察，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贡献力量。

我们看到，公益项目不断创新，
从传统的教育、医疗、扶贫，向更多
方面的社会服务领域延伸， 在能力
提升、社会工作、社区建设、救灾救
济、 心理援助方面呈现了更多的项
目； 而且以推动社会企业建设中核
心的项目也正在进入公众视野。

我们看到社会组织不断升级，
从以服务捐赠人为主导的理念，转
变成以社会问题为中心，通过提升
对困境群体的服务水平来吸引捐
赠人，中国的公益事业不断提升资
产化和市场化的水平，公益资产不
断增量和多元化。

我们看到社会参与的广泛，无
论是精英人士 ，还是学者 、传播机
构 ，都在身体力行，或亲力亲为参
与公益活动、或以自己擅长的方式
开拓个性化的公益项目。

我们看到制度保障的完善 ，
《慈善法》的出台，重塑了慈善领域

的运行规则，为社会各界成立慈善
组织提供了法律意义上的制度性
保障，也为财富人士开展慈善信托
建立了法律基础。

我们看到，在这个多元的公益
生态中，各个方面都在坚定不移地
推行 “共享·共赢 ”，都在努力地增
进民众福祉，都在以己之力推进社
会的正义与公平。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
走。

在经济和慈善事业发达国家，
有的国家过去六年平均每年都达
到 2 万亿人民币左右的社会捐赠
总量，其中来自公众和家庭的捐赠
占幅长期处于 70%-80%之间。 这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参与慈
善事业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

有发达国家的年度社会捐赠
总量达到 GDP 的 1.44%， 而我国
社会捐赠总量是 GDP 的 0.03%，
所以，我们除了向发达国家学习科
技、军事外，在社会领域，更需要不
断激发和提升我国公众的捐赠热
情。

我们看到中国慈善榜上企业
家的公益作为，看到了中国慈善家
参与社会建设的强烈愿望，这些都
体现在数据上：几百万、几千万、几
亿、 几十亿的捐赠数额， 股票、股
权 、产权等捐赠形式，都为我们今
天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带来更好的
发展机遇。

编制榜单的核心，就是为了发
掘榜样的力量，影响公众参与。 寻
找榜样，是我们的使命；传递力量，
让榜样的力量直抵人心、催人奋进
是我们的格局。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不仅
是世界经济强国，也是慈善强国。

在此， 我衷心地感谢各位 16
年来与《公益时报》的并肩，感谢各
位 14 年以来对中国慈善榜的支
持，每年这个时间我们邀请大家相
聚， 就是为了发掘榜样的力量，传
播榜样的力量。再次祝贺所有获得
荣誉的各位 ， 你们是道德高尚的
人！ 是值得尊敬的人！ 是让这个社
会变得更美好的人！是这个和平年
代的英雄！

最后，让我们共同为中国慈善
家和慈善企业喝彩！为中国公益组
织助力！ 为慈善明星鼓掌！ 为公益
项目点赞！为每一个让我们生活变
得更加美好的人和事感恩！

榜样让慈善更有力量！

榜样让慈善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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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