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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公益基金会成立两周年
谋求成为一流基金会

近日， 德勤发布德勤公益
基金会（2015/2016）报告，记录
了基金会从成立至今开展的项
目和取得的成效。 报告显示，基
金会 2016 年社会影响力投资
总额合计 3400 万港币；志愿服
务和公益专业服务合计 26998
小时。

2015 年 6 月， 德勤公益基
金会在重庆和香港两地成立。
作为集中管理平台， 基金会统
筹慈善捐款， 整合并推动德勤
中国现有及未来的所有企业责
任项目。 基金会主要关注四个
领域：教育、医疗、环保和救灾，
致力于为社区带来显著改变。

关注西部需求

传承德勤全球“因我不同，
助客户、人才和社会成就不凡”
的服务宗旨， 德勤公益基金会
宗旨为“助力公益，因我不同”。
围绕德勤基金会相关话题，德
勤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嘉源接
受《公益时报》采访。

“成立基金会可以帮助企
业更快、 更简单和更有效地落
地企业的公益项目。 ”谈起成立
企业型基金会的原因时， 吴嘉
源告诉《公益时报》，也可以将
企业所开展的项目放置在同一
平台，更便于管理。

德勤也曾想过在北京、

上海等发达的地方设立基金
会，但考虑到北京、上海这种
发达区域的公益慈善机构已
经很多， 而像重庆这种正在
发展中的西部地区， 公益资
源较为有限，选择在重庆“就
是希望能够更实际地解决当
地的问题和推动当地慈善的
发展， 也希望吸引更多的外
部资源关注重庆的需求”。 吴
嘉源说， 基金会设立在重庆
并不表示基 金会 只 关 注重
庆， 或者是只关注中国西部
省份的需求， 而是会回应中
国所有地方的需求。

基金会在成立过程中面临
诸多挑战， 这是德勤第一次在
国内成立基金会，彼时，国内尚
无《慈善法》，德勤摸着石头过
河，和当地政府保持密切沟通，
最终得到当地政府支持。

成为慈善领先者

德勤公益基金会成立后开
展的第一个项目是“德勤医疗
流动医疗服务计划”。 2016 年 5
月 18 日，该计划在重庆市涪陵
区启动试点，德勤捐赠车辆，将
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德勤公
益基金会与涪陵区民政府、涪
陵区优抚医院合作， 在当地开
展定期流动医疗服务， 针对当
地贫困乡镇的“五保户”群体进

行常规体检， 为他们提供药品
及心理咨询等免费服务。

“试点第一年成功开展三
次流动医疗服务， 直接惠及当
地 8 个贫困乡镇共 600 多位居
民。 ”吴嘉源说。

在吴嘉源主导下， 德勤公
益基金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在香港和内地多个城市展开了
涉及教育、医疗、环保等不同领
域的多个由基金会发起的公益
项目，目前各个项目运转平稳，
取得良好效果。

德勤公益基金会制定
了“2020 战略愿景”，希望通过
扩大社会创新，致力成为中国
慈善领域不容置疑的领先者。
其愿景包括，将基金会打造为
一流企业公益基金会，开展具
有影响力、可持续和可扩展的
企业责任项目；借助德勤的专
业服务能力，帮助慈善组织及
社会企业等完善战略规划、提
升运作效率和管理能力，协助
其成长和发展；为员工提供志
愿服务的机会，提升他们的技
能，促进个人发展，使其成为
更全面的人才。

谈及未来， 吴嘉源充满期
待，他说：“‘助力公益，因我不
同’，德勤公益基金会乐于与更
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合力
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

（徐辉）

2017 年 9 月 19 日， 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主办的 919 主题
公益日活动在北京水立方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 919 大病救助工程联合相关
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媒体以及
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发起，并倡议
将每年的 9 月 19 日定为“919 主
题公益日”， 以主题活动的方式
向公众展现大病群体坚强乐观
的精神，以及社会给予他们的真
诚关爱。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
喜堂、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
业促进司副巡视员王辉、民政部
社会救助司综合处处长张琳、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戚学
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理事
长陈伟鸿、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秘书长肖隆君出席活动，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视主
持人陈伟鸿主持活动。

主题日当天，在北京、成都、
福州三地，大病患儿代表乘直升
机飞向蓝天，完成翱翔天空的梦
想。 北京四个架次共计飞行 91.9
公里， 现场进行实时视频直播，
用影像来记录和分享圆梦时刻。
在北京，杨烁、何晟铭、郭俊辰、
陈子由 4 位演艺明星陪伴孩子
们登机，与孩子们一起分享圆梦

时刻的喜悦； 在文化古城成都，
萦绕耳畔的是赵雷清新质朴的
歌声，直升机划过天空，那是孩
子们梦想的足迹；在福州的航班
环城一周，孩子们俯视着三坊七
巷、平潭海坛、十八重溪，欣赏着
醉人景色。 这一天，许久没有踏
出病房的孩子们，如鸟儿般自由
地畅游蓝天。

与此同时，919“病不可怕”
影像纪录巡展活动在北京水立
方启动，展示大病群体积极向上
的一面，为生命加油，影像展后
续将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展。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
长戚学森在致辞中表示：“919 成
立一年多以来，见证了社会各界
人士的爱心奉献，也见证了大病
患者的坚强和勇敢。 ”

凤凰公益高级编辑张衍飞
来到现场并主持了本次活动的
论坛环节，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
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医疗保
障研究室副主任顾雪非、北京协
和医院肝胆外科博士生导师赵
海涛、人民日报社民生杂志社副
主编严碧华、优酷公益频道主编
张茹玮、腾讯公益项目经理焦建
宁就话题“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社
会救助”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活动现场，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秘书长肖隆君发布了“919
大病救助工程数据报告”，919 大
病救助工程项目成立 18 个月以
来，累计募集善款达 1.3 亿元，资
助患者 3000 余人。 报告记录了
919 大病救助工程运营一年多以
来， 汇聚的每一份爱心和温暖，
送出的每一份鼓励和希望……

当晚，主办方还邀请王心怡
小朋友和 11 位在乳腺癌、 肺癌
康复中的患者作为大病患者代
表来到活动现场，为来宾们献上
精心编排的节目，向在场观众展
现大病患者及大病家庭积极、乐
观的一面，也将这满满的正能量
传递给更多的大病患者，让他们
更加坚定了战胜病魔的信心和
追求梦想的勇气。

活动当天 19 点 19 分， 一束
暖色灯光在广州市天河区中信
广场 5 楼“七客联创国际社区”
被温暖点亮。这标志着由“919 大
病救助工程”联合广州市三十七
度公益促进会、广东广播电视台
南方卫视、新浪广东、中山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公益机构、
媒体和医院发起的“919 大病救
助华南协作平台”正式成立。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
书长缪瑞兰、南方周末公益研究
院执行院长吕宗恕、中国抗癌协

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罗学群教授、广州市三十七度
公益促进会会长谢军、新浪广东
副总编辑曹思诚、广东广播电视
台南方卫视著名公益节目主持
人再丽出席了广州的活动。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福建蓝
豹、福建省助困公益协会等单位
及社会爱心企业，为关爱白血病
儿童特别发起了“为爱攀登·圆
梦启航”行动。

仪式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副秘书长高月玲将“919 大病
救助工程”自今年“99 公益日”集
中募集的 633 万余元善款交至
福建省助困公益协会副会长林
晓手中，这笔钱将定向用于助力
福建白血病儿童抗击病魔。

晚上“一起点亮”环节将此
次主题日活动推向高潮，北京水
立方、福建广电大厦、上海震旦
国际大楼三大城市地标建筑一

起点亮了数字“919”，象征着 919
为大病患者点亮梦想，点亮困境
的人生，为大病患者带去康复的
信心和希望。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于
2016 年 3 月设立 919 大病救助
工程， 旨在为有需求的大病患
者提供专业、 快捷、 实效的帮
助。 并同时为社会上种类关注
大病救助的爱心群体和个人提
供一个平台。 该项目成立 18 个
月以来， 共有 500 余万人参与
捐款， 累计筹集善款 1.3 亿元 ,
资助患者 3000 人次 , 与政府救
助形成合力， 努力探索出一条
社会组织参与“救急难”工作的
新路。 理事长戚学森表示：“我
们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希望
所有人监督， 也希望更多人关
注和支持 919 大病救助工程 ，
让更多的大病患者看到康复的
希望，勇敢面对生活。 ”

（苏漪）

18月筹款 1.3亿元，数千患者受益

919 大病救助项目报告在京发布

四位明星和白血病患儿互动合影

� � 在中国公益事业的道路上，
有这样一支力量：他们拥有崇高
的理想，胸怀大爱，心系苍生，执
着坚定，锐意创新;他们给中国慈
善公益行业带来了全新的空气
和满满的正能量，他们就是中国
公益新势力!

现在， 他们的力量也许有
限；但是，未来他们将改变中国，
甚至改变世界！

为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开
创新的未来， 引领和催化社会创
新， 推动社会责任生态圈建设，
《公益时报》社、乐助慈善基金会
将于 2017年 10月 13日至 10月
14 日在江苏苏州举办 2017 中国
公益新势力·金鸡湖论坛。

论坛将以“引领和催化社会
创新， 推动社会责任生态圈建
设”为宗旨，遍邀国际、国内公益
界领袖、行业专家、公益达人一
起来分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

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扶贫
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将
为大家带来主旨演讲。

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益修
学院联合创始人朱艾琳、野性中
国创办人奚志农、MSC 咨询创
始人兼 CEO 谭亚幸、 著名徒步
旅行家雷殿生、恩派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丁立、爷爷奶奶一堂课创
始人贺永强、“女童保护”公益项
目负责人孙雪梅、上海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申宇、TEDx
台北创办人暨策展人许毓仁、台
湾小镇文创天空的院子创办人
何培钧、黑土麦田发展与法务总
监何熙昱锦、 一公斤盒子 CEO
陈丹、美好社会咨询社创始人钱
洋、益桥（中国）创始人王赛等将
为大家分享各自机构的创新发
展历程。

一个全新的视界即将打开，
快来关注吧！ （益文）

2017 中国公益新势力·金
鸡湖论坛将于 10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