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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慈展会闭幕：民营企业表现抢眼
� � 9 月 22 日，为期三天的第六
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以下简称“慈展会”） 在深圳闭
幕。据官方初步统计，本届慈展会
吸引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港澳台的 789家机构、876个项
目和 312 种消费扶贫产品参展；
举办了 1场国际公益峰会、5场分
议题会议， 邀请 100 多位国内外
嘉宾围绕减贫脱贫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研讨；配套开展了 60 多场路
演、沙龙、信息发布和公益体验活
动，观展民众近 17 万人次。

瞄准精准扶贫

继去年首次没有举办“实
体”慈展会后，本届慈展会以“聚
焦精准扶贫， 共创美好生活”的
主题重新归来———9 月 20 日上
午，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宣布第六
届慈展会正式启动。

而据主办方透露， 从今年
起， 慈展会将连续举办三年，且
聚焦精准扶贫靶心不变。

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在慈
展会国际公益峰会上致辞指出，
当前慈善事业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各类慈善
力量应当积极履行宗旨使命，把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为首要任务。

本届慈展会着力在资源对
接的精准上下功夫：

一是坚持区域精准， 专设
“深度贫困地区项目推介专区”，
展示推介了 65 个深度贫困地区
扶贫项目，重点引导社会慈善资
源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

二是坚持对象精准，在征集
各地扶贫项目的基础上，编制形
成了贫困地区扶贫项目推介手
册，重点推介了 372 个贫困地区
扶贫项目和消费扶贫产品，并通
过项目认捐、订单采购和责任消
费等方式，着力推动贫困地区脱
贫需求与社会资源的精准对接；

三是坚持服务精准，在推动
慈善资金与扶贫项目有效对接
的基础上，促成技术、设备和专
业人才等社会资源与扶贫需求
的有效对接，确保慈善资源用到
点上、根上。

去年社会捐赠总额 1500
亿元

9 月 21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

在本届慈展会发布《2017 年度中
国慈善捐助报告》，该报告显示，
2017 年，我国全社会慈善捐赠总
额达 1499.86 亿元。 其中，社会捐
赠最关注的三个领域依然是教
育、医疗健康、扶贫与发展，分占
捐 赠 总 量 的 27.44% 、24.10% 、
21.21%。 这三个领域接收捐赠共
计约 1091.15 亿元， 占捐赠总量
72.75%。

（而民政部 2018 年 8 月 2 日
发布的《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
计公报》则显示，我国 2017 年全
年共接收社会捐款 754.2 亿元 ，
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
界捐款 25.0 亿元，各类社会组织
接收捐款 729.2 亿元。 全年各地
民政部门直接接收捐赠物资价
值折合人民币 1.1 亿元，间接接收
其他部门转入的捐赠物资折款
0.7亿元，社会捐款 10.3亿元。 ）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统计，
总体来看， 自 2011 年至 2017 年
每年向扶贫领域投入的捐赠资
源不断增加，而慈善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的四种模式也逐渐清晰。

模式一：链接社会资源。 在
慈善行业生态中，慈善组织作为
资源整合者聚集社会资源，根据
社会需求进行分配，高效使用慈
善资金， 达到解决社会问题，增
加社会福祉的目标。 如中国扶贫
基金会、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
会等，均是通过向社会广泛开展
募捐，通过明星倡导、运动筹款、
网络筹款、 企业合作等方式，面
向全社会汇聚扶贫资源，向贫困
地区倾斜。

模式二：提供慈善服务。 通
过提供专业的慈善服务解决贫
困地区的社会需求是社会组织
最直接、最普遍的扶贫手段。 针
对致贫原因，以及贫困地区的具
体需求，社会组织设计慈善服务
解决致贫因素导致的贫困。

模式三： 专注赋能与发展。
贫困的原因是缺少摆脱贫困的
资金、能力、制度环境等，社会组
织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资金、手
段、技术甚至运营机制，提高贫
困人口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
达到脱贫的目的。

模式四： 乡村社区整体营
造。 社区整体营造是外部力量与
在地力量的充分结合，形成社区
自身的自组织，通过“培力”、“赋
能” 激发当地社区的原生力量，
培育出乡村发展的能力和活力，
对乡村进行整体的治理和提升。

民营企业在公益领域表现
突出

报告显示，2017 年， 我国慈
善捐赠的主要来源依然是企业
和个人， 二者捐赠合计 1312.51
亿元， 占到捐赠总额的 87.51%。
其中， 来自企业的捐赠共计
963.34 亿元，占 64.23%；来自个
人的捐赠共计 349.17 亿元，占
23.28%。

但是在企业捐赠之中，民营
企业仍然是慈善捐赠的中坚力
量， 全年捐赠达 482.83 亿元，占
企业捐赠总量的 50.12%。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
在 9 月 20 日慈展会开幕的“大
国攻坚 决胜 2020” 国际公益峰
会上表示：中国的减贫成就离不
开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民营
企业作为扶贫的重要力量，积极
探索在市场机制下解决贫困难
题，在帮扶模式上表现出极大的
创造性，展现出了应有的政治责
任和历史担当。

民营企业的代表碧桂园集
团，同时对接江西省赣州市兴国
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
东县两个贫困县，开启“智慧建
筑科技产业（扶贫）基地”扶贫项
目，首期投资金额约 15 亿元。

碧桂园扶贫自有品牌“碧
乡”首次亮相慈展会，为推动消
费扶贫工作， 碧乡带动 9 省 14
县滞销农产品产销对接，链接更
多贫困户，通过消费扶贫搭建通
往致富的桥梁， 此次展出 25 款
碧乡农产品， 还有数十款 14 个
帮扶县参展商的主打产品，在展
会现场对接采购商。

百余家企业获社企认证

9 月 20 日，2018 中国慈展会
社会企业认证名单发布， 此次共
有 110家企业通过认证。 其中包
括金牌社企 15 家、好社企 38 家、
社会企业 57家，关注扶贫领域企
业/社会组织占比达到总认证社
企数 40%， 包括青少年儿童（教

育）、弱势群体、社区发展、无障碍
服务（就业、康复、赋能）等 14 个
社会服务领域，涵盖领域广泛。

社会企业认证由深圳市中
国慈展会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公
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
究中心、億方公益基金会、国际
公益学院、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
院等 6 家主办单位共同发起，具
体认证执行工作由深圳市社创
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

从第四届中国慈展会开始
社会企业认证尝试开始，获得社
会企业认证的企业已经从最初
的 7 家， 增加到现在的 235 家，
覆盖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47 个城市。 领域涵盖环保、无障
碍服务、社区发展、公益金融、养
老、教育、弱势群体就业、农业、
扶贫、互联网、公共安全、妇女权
益等 14 个社会领域。

经过认证的社会企业将获
得“1+6”系统性支持服务，包括
社企孵化、赋能、咨询、传播、产
品对接以及影响力投资等方面
的支持。

揭晓两大年度奖项

本次慈展会揭晓了 2018 中
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获奖项目。
“同心农场———振兴乡村建设助
力残友脱贫” 等 10 个项目获得
金奖，“妈妈回家”汉绣巧手脱贫
等 10 个项目获得银奖，“一叶一
花阿玛拉———藏区贫困留守妇
女扶贫项目” 等 10 个项目获得
铜奖。

9 月 20 日下午，2018 中国公
益映像节颁奖仪式在慈展会上
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参赛作品
《与爱童行 相伴成长》荣获金蝴
蝶奖。

此次颁奖活动由中国公益
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组委会办
公室、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
公室主办，于 6 月份启动，通过
“公众票选+专家评选”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评选，最终评选出金蝴
蝶奖、8 项最佳单项奖、1 项最佳

展映奖、最佳作品奖 6 部、企业
社会责任奖 1 部、优秀作品奖 28
部，以及入围作品奖 47 部。 其中
中国扶贫基金会参赛作品《与爱
童行 相伴成长》荣获 2018 中国
公益映像节金蝴蝶奖。

据了解，为生动展现近年来
扶贫攻坚的成果，“用影像传播
公益、让公益融入生活”，活动主
办方在第六届中国慈展会期间，
特别搭建 200 多平方米的中国
公益映像馆， 集中展映 70 多部
获奖优秀公益影片。 同时，公益
映像馆还为观众带来全新的主
题沙龙及专题影像展，探讨新时
代中国公益影像发展。

深圳打造无障碍城市

本届慈展会设有“创建无障
碍城市行动”展位。 市民在这里，
可以看到深圳建设无障碍城市
的成果，也可以为未来的进一步
建设留下自己的建议。

据了解，在创建无障碍城市
家园方面，深圳第一个无障碍主
题公园将诞生于龙华区中心公
园， 建设完善的无障碍标识系
统，打造内涵丰富、主题鲜明、残
健融合的无障碍体验现场；到
2020 年深圳将新增投放无障碍
公交车辆 500 辆以上，确保无障
碍公交车辆途经各大医院、公共
服务机构、交通枢纽、文化体育
场所等。

据悉， 从现在起到 2035 年，
深圳将通过四个五年规划期的
努力， 全面建成无障碍城市，惠
及所有残疾人士。 届时，深圳将
构建起无障碍城市政策标准体
系， 残疾人及相关人群居家生
活、交通出行、公共服务、信息交
流无障碍设施设备将显著改善，
无障碍城市制度文化将深入每
个人心中。

慈展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展
会结束后，组委会办公室还将通
过线上推介、 线下撮合等方式，
持续做好扶贫项目的资源对接
和参展机构的服务工作，真正实
现“永不落幕”的慈展会。

� � 在展览和会议之外，慈展会主办方还组织两条交流参访路线，探
访各类型社会组织和企业在扶贫攻坚方面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