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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公益力量着力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本报记者 王勇

历史性成就的取得， 是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
无阻向前行的结果。 社会公益
力量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 投身公益慈善
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自身也不断
取得新突破， 已经成为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
要力量。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下， 慈善事业
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新时代慈
善事业发展有了根本指引。

党的十八大提出“支持发
展慈善事业”。 党的十九大强调

“完善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慈
善事业、 优抚安置等制度”，明
确把慈善作为我国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
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 强调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
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
善事业， 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
格局”。

在党中央的着力推动下，
慈善法治化进程不断提速。
2014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2016 年，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慈善
法》。 为贯彻落实慈善法，中央
和地方出台了 400 多份配套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基本
涵盖了慈善组织认定登记、公
开募捐、慈善信托、活动支出、
信用管理、志愿服务、信息公
开和财产保值增值等慈善事
业的主要环节，为我国传统慈
善走向现代慈善、法治慈善提
供了法律依据。

在党和国家的指引下，在
慈善法的推动下， 守望相助、
乐善好施的美德被广泛发扬，
为公益慈善事业注入了海量
资源。

来自财富人群的大额捐赠
呈快速增长趋势。 履责成为积
累了海量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
的共同选择。 捐赠额度的上限
不断被打破， 数十亿乃至百亿
元捐赠不再罕见； 捐赠形式更
加多样， 从捐钱捐物为主向捐
赠股权、房产等不断拓展。

2016 年， 腾讯主要创始人
陈一丹宣布捐赠 25 亿港元（约
3.2 亿美元）设立“一丹奖”；2020
年， 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
将全部资产 2 亿股万科股票
（市值约 53 亿元） 一次性捐赠
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2021
年， 河仁慈善基金会决议计划
总出资 100 亿元投入筹建“福
耀科技大学”；2022 年， 爱尔眼
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宣布未来
十年捐资 200 亿元……

截至 2022 年，《公益时报》
发起的中国慈善榜已记录了
3203 位慈善家和 10447 家慈善
企业的大额捐赠（年度捐赠 100
万元以上），捐赠总额超过 2570
亿元。 尤其是十年来，榜单不断
取得新突破， 年录入慈善企业
从数百家到一千家，2022 年更
是突破 1500 家，同时年度捐赠
总额逐年攀升。

来自公众的捐赠在互联网
等新技术的推动下聚沙成塔。
互联网慈善的蓬勃发展， 让公
众参与慈善的路径更加便捷，
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指尖公益
渐成潮流。 自 2016 年起，民政
部先后遴选了 30 家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带动超过 500
亿人次的网民参与慈善活动，
帮助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公开
募集善款超过 350 亿元。

以腾讯公益发起的 99 公

益日为例，仅 2022 年 99 公益日
期间，就有超过 5816 万人次爱
心网友捐出 26 亿元，加上三个
区域场募集的 7 亿元， 公众筹
集善款总额超过 33 亿元，这些
资金将被投入乡村振兴、 教育
助学、医疗救助、灾害救援等多
个领域。

慈善意识更加普及， 社会
公益资源不断投入， 为以社会
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公益力量的
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数量
和质量稳步提高。

社会组织方面， 登记数量
从 2012 年的 49.9 万个增长到
2021 年的 90.1 万个， 社会组织
基层党组织 17.1 万个， 固定资
产达到 4785.5 亿元、 吸纳就业
1061.8 万人， 在促进经济发展、
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
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社区社会组织超过 174 万个，
覆盖公益慈善、社区事务、志愿
服务、文体娱乐、居民互助和文
明创建等诸多领域。

慈善力量方面， 慈善参与
渠道更加多元， 从设立慈善组
织向备案慈善信托、 提供慈善
服务不断延伸。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 全国共登记认定慈善组
织超过 1 万个， 备案慈善信托
合同金额超过 40 亿元。

社会工作方面， 已经培育
了一支 160 余万人的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 持有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逾 73
万；成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1.5
万余家，建设了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站 2.1 万余个，同时还在
城乡社区、 相关事业单位和社
会组织开发了近 50 万个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 提供了心理疏
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
融入等专业服务。

志愿服务方面， 截至 2022
年 7 月底， 我国志愿服务队伍

超过 123 万支， 志愿者无私奉
献超过 37 亿小时的服务。

面对 2020 年上半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共有
5289 个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开
展了慈善募捐，20 多万名社会
工作者、全国 1000 多万名注册
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 服务各
类人群上千万人次。

今年 9 月 5 日四川泸定地
震发生后， 全国 100 余家社会
组织、 川渝 50 余家社会组织、
200 余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和 3.3
万名当地志愿者有序参与抗震
救灾。

社会公益力量已经壮大
成为一支遍布全国、能够第一
时间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强
大队伍。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成为自觉选择， 社会公益力
量在助力脱贫攻坚、 抗击疫情
灾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作
出重要贡献。

脱贫攻坚方面， 据不完全
统计，“十三五” 期间，9 万余家
社会组织开展了 9 万余个扶贫
项目，投入资金 1245 亿元，受益
人口超过 1 亿人次， 其中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82.81 万
人次； 民营企业则通过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开展了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教育公益方面，希望工程、

春蕾计划等经典项目再创新
高，新生力量不断涌入；从有学
上到上好学， 从医务教育到所
有教育阶段， 关注领域不断扩
展； 以公益方式创办大学成为
风潮， 慈善人才培养受到越来
越多关注。

医疗救助方面，在社会力
量的多元参与、 联合救助下，
覆盖的病种越来越广泛，救助
的内容和手段越来越专业，受
益的患者和家庭大规模增长。

慈善医疗救助已经成为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应急救灾方面， 在募集救
灾款物、参与现场救援、实施灾
后重建等各项工作中， 社会公
益力量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2020 年上半年， 全国各级
红十字会和慈善组织累计筹集
捐赠资金 396.27 亿元， 捐赠物
资 10.9 亿件；2021 年河南郑州
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 河南省
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共接受社
会各界捐赠款物达 97 亿元 ；
2022 年泸定地震发生后， 累计
接收社会捐赠款物超过 17 亿
元……

慈善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已经成为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重要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
江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强调， 必须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
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 需要采取更多惠民
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健全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
社会问题的解决者， 社会公益
力量责无旁贷。 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
能力的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
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
社会公益力量必将昂扬奋进，
积极作为，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再立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

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