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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大“公益舆论热词”发布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以下为十大“公益舆论热词”：
一、可持续发展金融
可持续发展金融，不仅追求

经济效益， 更追求社会价值，让
世界更美好。 以影响力投资为代
表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成为越来
越多投资人的首选，也形成了当
今世界商业向善、资本向善的一
个大趋势。

近年来，“影响力投资”的投
资量和人数以每年 15%至 18%的
速度在增加。 全球影响力投资网
络（GIIN）每年的调研数据显示，

“影响力投资”2014 年的规模约
106 亿美元，2017 年达 2281 亿美
元。 而据 GIIN 今年 4 月发布的
报告，全球影响力投资总额已高
达 5020 亿美元。

二、民间互助
“水滴”事件让个人大病求

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再次遭遇诚
信拷问。 民间互助根植于中国传
统慈善，在互联网的助力下迅猛
发展， 但也不时爆出危机事件，
加强监管呼声高涨。

水滴筹是国内最大的个人
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为大
病患者免费提供筹款服务，至今
累计筹款金额超过 200 多亿元，
捐款人次超过 2.5 亿。

水滴筹的商业模式也引发
质疑，焦点是“商业模式里是否
可以有社会价值”？ 中国已进入
善经济时代， 企业向善已成趋
势，中国企业在创造社会价值方
面有巨大空间，对于既保证商业
效益又增进社会福利的创新，是
需要肯定和鼓励的，当然基础是
诚信。

三、科技向善
“科技向善”逐渐融入科技

公司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慈善组
织也开始运用科技解决社会问
题，科技与慈善的结合，不但释
放了科技的力量，也助推了慈善
事业的发展。

目前， 科技慈善已经成为

一股席卷全球的新浪潮， 国内
外知名的商业企业、公益机构、
慈善家已经在科技慈善领域率
先垂范。

科技慈善尤其是互联网科
技慈善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 中国已经进入善经济时代，
以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有广阔的前景， 其中就包括养
老、儿童、大健康、残障人士等各
种服务领域，而这个体系的构造
正刚刚起步。 如果科技慈善能很
好地应用到其中，不但会让中国
科技有一个革命性的提升，也会
助力精准扶贫攻坚，同时为中国
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源源不
断的动力。

四、善经济
一个社会价值引领经济价

值的善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善经
济就是社会服务业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
社会经济。 善经济时代，公益生
态和商业生态进一步融合，开发
和满足社会需求、实现美好生活
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
动力。

善经济即社会经济，本质上
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三大特
征： 一是全球人均 GDP 开始超
过一万美元；二是第三产业的占
比开始超过 50%；三是社会价值
逐步引领经济价值。

无公益不商业，商业向善已
成大趋势：

社会组织是扶贫攻坚的重
要力量，2018 年全国性社会组
织扶贫项目惠及 581 万贫困人
口， 省级社会组织立项开展脱
贫攻坚， 受益贫困人口约 1600
万人。

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 ，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超过 83 万
个， 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2017 年《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广泛引
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的通知》下发以来，民政部

广泛动员部署， 积极引导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形成
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没钱没力的出个好主意”的工
作氛围。

五、社会扶贫
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成

为新潮流，社会组织的角色开始
从行动者向影响者转变，开展海
外项目，讲述中国故事，参与全
球治理，并有效助力“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益组织
意识到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所
在， 在国际会议上亮相和发声。
中国公益组织自己搭台、设置议
题，主导发起多个国际性公益慈
善论坛。

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头部基
金会率先走出国门，在海外开展
公益项目，设立办公室。 2017 年，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倡议成立了丝绸之路沿线民间
组织合作网络，中、外方成员 300
余家， 覆盖 60 多个国家。 2019
年，合作网络启动“丝路一家亲”
行动，计划未来 2 年推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民间组织建立
500 对合作伙伴关系， 开展 200
项民生项目。

六、体育公益
体育运动对个人、 社会、经

济、 环境等都能带来积极影响，
体育的多元价值被进一步开发。
在中国，“体育+公益” 的模式越
来越常见，无论是发起运动筹款
项目，还是借助体育运动解决社
会问题，“以体育人、共建活力中
国”成为体育和公益两个行业的
共同追求。

在中国内地注册的体育基
金会大部分将青少年作为其服
务对象。

善行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
于 2014 年发起的一项公益和运
动相结合的大型户外徒步筹款

活动，是内地首场百公里徒步筹
款活动。 自 2016 年起，苏宁与扶
贫基金会开启十年战略合作，今
年已是第四次支持善行者公益
活动，累计为善行者活动捐赠数
百万元。

七、慈善走出去
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成

为新潮流， 社会组织的角色开
始从行动者向影响者转变，开
展海外项目，讲述中国故事，参
与全球治理，并有效助力“一带
一路”民心相通。 越来越多的中
国公益组织意识到参与全球治
理的责任所在，在国际会议上亮
相和发声。

中国公益组织自己搭台、设
置议题，主导发起多个国际性公
益慈善论坛。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头
部基金会率先走出国门，在海
外开展公益项目 ， 设立办公
室。 2017 年，中国民间组织国
际交流促进会倡议成立了丝
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
络，中、外方成员 300 余家 ，覆
盖 60 多个国家。 2019 年，合作
网络启动“丝路一家亲”行动，
计划未来二年推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民间组织建立
500 对合作伙伴关系，开展 200
项民生项目。

八、社工+
社会工作更加专业，实务领

域更加细分，出现了如青少年社
工、儿童社工、妇女社工、老年人
社工、残疾人社工、家庭社工、学
校社工、企业社工、医疗社工、司
法社工、军队社工、城市社工、农
村社工、社区社工、移民社工、灾
民社工、危机干预等。

2019 年，建国 70 年，社工
40 年。 社工向专业化发展。 人
社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发了《高
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在
文件中规定了高级社会工作

师采取“考评结合”的方式，考
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 统一命
题、统一组织，原则上每年举行
一次。 该文件中对于高级社会
工作师考试方式、 考试科目 、
报考条件等相关报考规范都
做了初步规定。

2019 年伊始，民政部稳步推
进机构改革，设立了慈善事业促
进和社会工作司。

九、她力量
在数字化浪潮中，越来越多

的女性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了
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了职场性别
平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女性
参与让公益慈善更有效， 相应
地，公益慈善也要及时回应当前
女性群体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在
公益项目设计上更贴近女性的
实际需求。 女性不仅是公益事业
的受益者，更是公益事业的践行
者，她力量正在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重要力量。

据 2019 年 12 月 20 日发布
的《中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社会和
经济保障现状调研报告 2019》，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 中国公益
组织从业者中，女性从业者占比
约 70%，男性从业者占比出现逐
年减少的情况。

十、家族传承
未来 10-20 年将是中国财

富家族代际传承的高峰，慈善是
财富、事业、社会传承的必经之
路，如何帮助财富家族推动战略
慈善备受关注。

国际公益学院发布《中国家
族 慈 善 基 金 会 发 展 报 告
（2018）》， 这是我国首个系统分
析“家族慈善基金会”的智库研
究成果。 报告评出“2018 中国家
族慈善基金会十强”和“2018 家
族慈善新生代十杰”。 宁夏燕宝
慈善基金会、广东省和的慈善基
金会、老牛基金会等上榜。 何剑
峰、孔东梅、梁在中等入选新生
代十杰。

2019 年 12 月 25 日， 深圳国
际公益学院十大 “公益舆论热词”
在京发布。 可持续发展金融、民间
互助、科技慈善、善经济、社会扶
贫、体育公益、慈善走出去、社工+、
她力量以及家族传承。

回顾 2019， 公益圈内生态发
展多样化、行业竞争加剧、专业化
态势明显：无论是关注对象还是解
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公益组织都有
新的选择机会；社工、扶贫、走出去
等领域的业务进一步细分，专业化
程度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公益圈
原有的边界正在消融：从参与对象
上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
都成为了公益圈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持续发挥作用； 从地域上看，中
国公益组织与国际密切接轨，交流
合作更频繁；从领域上看，金融、商
业、科技、体育都在和公益发生连
结，合作促进社会更美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