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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慈善先进 学习慈善榜样

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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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月 13 日下午，第十届“中
华慈善奖” 表彰大会在北京召
开。 国务委员王勇、全国政协副
主席汪永清和其他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
颁奖。

王勇： 促进慈善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

王勇指出，慈善事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规
模、社会参与程度、慈善组织建
设和法治建设都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下一步要采取更加有力的
措施，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凝聚
慈善力量，发挥慈善作用，积极
助力精准脱贫， 发展惠民慈善。
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营造良好
慈善环境，引导激励社会公众积
极投身慈善事业。 加强慈善事业
制度建设， 有效加强监督管理，
着力塑造公信慈善。 完善慈善法
相关配套法规，形成更加完备的
慈善法规政策体系， 努力实现

“依法行善”、“依法治善”。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主持会

议，并就贯彻落实王勇国务委员
讲话提出了明确要求。 他指出，
各级民政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 采取有力措施，
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 不断发展壮大慈善事业；要
贯彻实施好《慈善法》，不断完善
慈善事业制度，加强慈善组织管
理，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加快推
进新时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希
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以此
次表彰为起点， 展现新的作为，
做出新的贡献。 希望社会各界要
向“中华慈善奖”获得者学习，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

慈善楷模 28 人、慈善项目
49 个

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宣读
了《民政部关于表彰第十届“中
华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

为表彰在我国慈善事业发
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企业
和优秀慈善项目（慈善信托），根
据《“中华慈善奖” 评选表彰办
法》，民政部成立了由有关部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组织、
专家学者代表等组成的第十届

“中华慈善奖”评委会。 经有关方
面推荐， 评委会审议和网络投
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民政部
部长办公会审议、社会公示等程
序，民政部决定授予成凤桂等 28
人为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
楷模，爱的分贝聋儿救助项目等
49 个慈善项目（慈善信托）为第
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慈
善信托），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 37 个企业为第十
届“中华慈善奖”捐赠企业，曹德
旺等 16 人为第十届“中华慈善
奖”捐赠个人。

获得者中，有无私奉献的慈
善楷模，他们扎根基层、孜孜行
善，为慈善树立标杆；有专业高
效的慈善项目（慈善信托），他们
引领行业、创新发展，为慈善探
索道路； 有回馈社会的捐赠企
业，他们博施济众、履职尽责，为
慈善提供支持； 有不忘初心的捐
赠个人， 他们牢记使命、 扶危济
弱，为慈善贡献力量。他们的慈心
善举传承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
传统美德， 弘扬了守望相助的慈
善文化，为营造慈善氛围、汇聚慈
善资源、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作出了
卓越贡献，值得全社会学习。

捐赠个人获奖代表，恒大集
团董事局主席、
党委书记许家印
在发言中表示，
“中华慈善奖”不
仅是对获奖者的
巨大褒奖， 更是
向全社会传递人
人为善、 积极参
与慈善事业的正
能量。当前，脱贫
攻坚是我国的头
等大事， 广大企
业要回报社会，
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 通过结对帮
扶等方式， 通过
选派扶贫团队、
支援扶贫资金、
建设基础设施、
招商引资等方
式， 为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做出应有的

贡献。
慈善楷模获奖代表， 贵州

省贵阳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出租
车司机余太湖 ，6 年多来一边
开的士，一边帮贫困儿童讨书，
被称为“讨书的哥”。他表示，作
为一名普通出租车司机， 自己
能做的事虽然很有限， 但他始
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众人
拾柴火焰高”。 通过日积月累的
努力，余太湖共为黔南州、黔东
南、 毕节等地的贫困农村筹集
到 550 余万元的书、 物资和资
金，建起 52 个图书馆，帮助近
400 个贫困孩子牵线搭桥，实现
了“一对一”帮扶。

捐赠企业获奖代表，腾讯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江阳
在发言中表示，互联网的发展让
慈善更加便捷、透明，改变了慈
善的参与方式，给科技赋予了善
的属性。 腾讯依托“互联网+”优
势， 从 2014 年起开展“99 公益
日”活动。 在今年的活动中，共收
到 2800 万人、2000 多家企业的
捐款， 加上腾讯基金会提供的 4
亿元捐赠， 善款总额超过 14.14
亿元。

慈善项目获奖代表，“捐一
元·献爱心·送营养” 项目负责
人、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
凯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项目经
验。 他表示，由于捐款门槛低、参
与便捷、 执行透明，“捐一元·献
爱心·送营养” 项目得到了社会
广泛响应。 10 年来， 共收到 1.1
亿人次的直接捐款，累计筹集善
款达 1.7 亿元。 这些善款被用于
以营养扶贫为主线的扶贫项目，
共向云、贵、川、新等 10 省份贫
困地区小学生提供了 3740 多万
份营养加餐， 受益学生达 54 万
多人次。

慈善项目获奖代表，苏宁阳
光脱贫计划负责人、苏宁控股集
团党委书记王哲介绍了苏宁的

“一二三四五”慈善公益战略。 他
表示， 苏宁以聚焦乡村振兴、聚
力精准扶贫为“一个目标”，用输
血造血结合、 线上线下联动为

“二轮驱动”，着力打造农业产业
化、农品品牌化、农人专业化的

“三化兴农”， 扎根创业扶贫、就
业扶贫、教育扶贫、捐资扶贫等

“四扶脱贫”领域，实现投资在当
地、纳税在当地、就业在当地、服
务在当地、造福在当地的“五项
落地”。

历时一年的评选

“中华慈善奖”创立于 2005
年， 由民政部组织评选和表彰，
是我国政府在慈善领域的最高
奖项，也是我国慈善表彰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表彰在我国
慈善事业发展中、特别是在扶贫
济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企业和优秀慈善项目（慈善信
托）。

本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自
2017 年 9 月 1 日正式启动，经过
有关部门（单位）推荐、资料初
审、 评委会办公室会议审核、评
委会审评、网络投票、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民政部部长办公会审
议、社会公示等程序，历时一年
时间完成。

本届“中华慈善奖”评选依
据新修订的评选表彰办法开展，
评选规则更加科学、严谨，评选
过程更加规范、透明，表彰对象
和事迹紧扣新时代新要求，对弘
扬慈善精神、鼓励全社会积极助
力脱贫攻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和带头作用。 具体有以下四个特
点：

一是响应新时代新要求，修
订完善评选表彰办法。 2017 年 8
月 29 日， 民政部公布了新修订
的《“中华慈善奖” 评选表彰办
法》，不再允许单位和个人自荐，

只接受各省级民政部门和有关
部级单位的推荐，增强了评选工
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同时为适
应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态
势，本届“中华慈善奖”增加了表
彰名额。

二是树立大局意识，重点表
彰扶贫济困领域的慈善典型。 为
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号召，本届“中华慈善奖”
重点表彰在扶贫济困领域作出
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通
过表彰先进、培树典型，号召更
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济困
事业，汇聚社会资源，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三是规范操作， 严格把关。
评委会及其办公室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 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
严要求， 切实做到依规评选，严
格把关，宁缺毋滥。 如在初步审
核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评委会办
公室对捐赠金额与捐赠票据等
证明材料不符的情况，请省级民
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相关申报
材料进行了重新核查，提出相应
处理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再如征求意见环节，本届“中华
慈善奖”评选共进行两轮征求意
见， 先后征求了 17 个相关部门
意见。

四是加强宣传，大力弘扬慈
善先进典型。 结合“中华慈善
日”， 民政部扎实推进慈善系列
宣传活动，拟与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合作，启动以 LOGO 为核心的
慈善视觉识别系统（VIS）的公开
征集活动，将第十届“中华慈善
奖”表彰与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
项目交流展示会、慈善视觉识别
系统公开征集活动、各地“慈善
日”特色活动等有机结合，形成
合力，大力宣传“中华慈善奖”获
得者的爱心善举，讲好新时代慈
善故事，共同在社会上营造良好
的慈善氛围。第十届中华慈善奖奖杯 图/王勇

表彰大会现场 图/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