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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勇

聚焦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发布

完善和落实激励政策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国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

展，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科教

文卫、生态保护、应急救援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勇在表彰大会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和关于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发挥慈

善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政策机制，

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更好助力扶弱济困、促进

共同富裕。

王勇指出，发展慈善事业是

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助力

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灾情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中作出了重要贡

献。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完

善和落实激励政策措施，补短板

强弱项，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慈

善组织，鼓励开展扶老助残、恤

幼济困、助学助医等公益帮扶活

动，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共

同兜住筑牢民生底线，引导先富

带后富、更多关爱回报社会。要

加强组织领导和有效监管，强化

慈善行业自律和信息公开，不断

提升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质量和

水平。

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慈善

法规定，国家建立慈善表彰制

度，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

关部门予以表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管理办法〉的通知》和《民政部表

彰奖励工作规定》，民政部制定

了《“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中华慈善奖”

是当前中国慈善领域政府最高

奖，旨在表彰我国慈善活动中事

迹突出、影响广泛的单位、个人、

志愿服务等爱心团队、慈善项

目、慈善信托等，由民政部负责

实施。

聚焦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

按照《办法》的规定，“中华

慈善奖”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

奖项设置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

慈善信托、捐赠企业、捐赠个人

等类别。

2019年 9月，民政部发布
《关于开展第十一届“中华慈善

奖”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明确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

彰活动的评选对象是：2017年至
2019年，在我国慈善活动中，特
别是扶贫济困活动中事迹突出、

影响广泛的单位、个人、志愿服

务等爱心团队（以下简称“爱心

团队”）、慈善项目、慈善信托等。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共

设置四类奖项：慈善楷模、慈善

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捐

赠个人。表彰名额不超过 150
个，其中慈善楷模奖原则上不超

过 30个，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奖原则上不超过 50个，捐赠企
业奖原则上不超过 40个，捐赠
个人奖原则上不超过 30个。

为进一步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将

50%以上的表彰名额集中到扶
贫济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个人、爱心团队、慈善项目、

慈善信托等。

2020年 4月，民政部发布
《关于调整第十一届“中华慈善

奖”有关安排的通知》，提出根据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慈善力

量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的突出贡

献，各推荐单位可补充推荐候选

对象。

补充推荐的对象是：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在湖

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或

对疫情严重地区作出突出贡献、

影响广泛的单位、个人、志愿服

务等爱心团队、慈善项目、慈善

信托等。

补充推荐的候选对象，仍分

为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

托、捐赠企业、捐赠个人等四类

奖项。

已按照原通知要求申报捐

赠企业或捐赠个人奖项的企

业或个人，可再次申报捐赠

企业或捐赠个人奖项；推荐

单位可以重复推荐该企业或

个人。已按照原通知要求申

报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

善信托奖项的，不可再次申

报同一奖项。

182 个获奖者受表彰

根据《“中华慈善奖”评选

表彰办法》，民政部组建了第

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委会

并下设办公室，经评委会办公

室认真审核，列入第十一届

“中华慈善奖”候选对象名单

的共 660个，其中常规推荐
394个，补充推荐 266个。常
规推荐中，慈善楷模 118个，
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141个，
捐赠企业 94个，捐赠个人 41
个；补充推荐中，慈善楷模 48
个，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41
个，捐赠企业 139个，捐赠个
人 38个。

经过网络投票、评委会

审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社

会公示等程序，民政部决定

授予白玛央金等 182个爱心
个人、爱心团队、捐赠企业、

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第十一

届“中华慈善奖”。

《决定》显示，在脱贫攻

坚等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的获奖者共 130个：
慈善楷模 25个，他们是在

我国慈善领域事迹突出、社会影

响良好、具有感召力、公信力、示

范性的个人（包括慈善工作者）

和爱心团队。

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47
个，他们是在我国慈善领域具有

创新性、示范性、推广性的慈善

项目和慈善信托。

从获奖名单来看以慈善项

目为主，共 44个，慈善信托较
少，只有光大信托·定点扶贫系

列慈善信托（光大兴陇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顺德社区慈善信托

（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五矿

信托三江源系列慈善信托（五矿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 3个。
捐赠企业共 35个，他们是

2017 年至 2019 年向我国境内
捐赠数额较大、贡献突出的国

（境）内外企业（捐赠金额统计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期间的数据）。

捐赠个人共 23名，他们是
2017 年至 2019 年向我国境内
捐赠数额较大、贡献突出的国

（境）内外个人（捐赠金额统计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期间的数据）。
《决定》显示，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的获奖者共 52个：
慈善楷模 7个，其中基金会

3家，救援队 1家，企业 2家，还
有武汉台胞抗疫爱心团队。

慈善楷模表彰的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志愿者、慈善工作者、爱

心团队———不以捐赠款物金额

为主要依据，而以慈善行为和事

迹的感召力和示范性等为主，重

点关注在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

严重地区作出的贡献。

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6个，
表彰的是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开展的慈善项目和设立的慈善

信托，最终获奖的 6个均是慈善
项目，没有慈善信托。

捐赠企业 24个，表彰的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向我国

境内捐赠数额较大、贡献突出的

国（境）内外企业。主要依据企业

为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数额，参考

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年限、方式

和效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

况，员工参与慈善情况等。重点

表彰为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

重地区的疫情防控捐赠款物较

多的企业。

从最终获奖名单来看，这些

企业的疫情防控捐赠都在千万

级以上，其中还有不少企业的捐

赠在 1亿元以上。
捐赠个人 15名，表彰的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向我国

境内捐赠数额较大、贡献突出的

国（境）内外个人。主要依据个人

为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数额，参考

个人参与慈善事业年限、社会评

价、慈善方式创新等情况。重点

表彰为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

重地区的疫情防控捐赠款物较

多的个人。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工作部署要求，便

捷广大人民群众在移动端

查询、办理民政业务，近日，

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移动端“民政通”正式开通

上线。

“民政通”由 app 客户
端（包括 iOS、安卓 2 个版
本）、百度小程序和微信小

程序 3部分构成。目前已接
入婚姻登记预约服务、社会

组织查询、区划地名查询、

村（居）民委员会信息查询

等近 50项高频便民服务事
项，并提供用户注册登录、

智能搜索、智能问答、留言

咨询等服务功能。其中，天

津、河北、河南、吉林、黑龙

江、甘肃和西藏等 7 省（自
治区、直辖市）用户可通过

“民政通”在线填报婚姻登

记预约申请。 （据民政部）

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移动端“民政通”正式开通上线

9月5 日 ， 中华慈
善日， 第十一

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京
举行，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大
会。据《民政部关于表彰第十
一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的
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 》），
182 个爱心个人、爱心团队、
捐赠企业、 慈善项目和慈善
信托被授予第十一届 ‘中华
慈善奖’。

‘中华慈善奖’是全国慈
善 领 域 政 府 最 高 奖 项 ，自
2005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十一届表彰活动， 累计表彰
了 1187 个爱心个人、爱心团
队、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
善信托。

《决定》强调，当前，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已经开启，党中央、国务
院对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
配作用、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
进共同富裕提出明确要求 ，
慈善事业前景广阔、 使命光
荣。 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
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希望
社会各界以‘中华慈善奖’获
得者为榜样， 积极投身慈善
事业，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