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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新闻 NEWS

自2016 年以来 ，由 《公益
时报》社主办的中国公

益年会都会在年终岁末如期与
大家相见 。 于公益行业而言 ，
2022 年是极为特殊和重要的一
年。 今年，中国公益年会将以“新
时代 新征程 新发展” 为主题，
总结回顾一年来中国公益事业
发展现状和特点，同时对行业未
来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2022 年是中国公益年会举
办的第七年 。 2016 年 ，《公益时
报》 社联合多家行业中坚力量，
共同发起中国公益年会，旨在全
方位、深层次地展现中国公益事
业的发展现状，为关心社会变革
的意见领袖和行业精英提供一
个开放、共享、包容、前沿的思想
交流平台，促进跨界公益与行业
生态的有机结合，推动公益事业
高质量发展，让公益更有力量。

六年来，中国公益年会从行
业及社会问题出发，以探寻行业
发展之道为己任，将回顾与前瞻
相结合，对行业联动发展进行总
结，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机构、
企业和项目进行褒扬，同时展望
和研判未来发展趋势，在交流的
基础上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公益
行业发展。

2016 中国公益年会：
共创、共享、共精彩

2016 年 12 月 27 日，以“共
创 共享 共精彩”为主题的 2016
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隆重启幕。

这一年，我们联合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现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河仁慈善
基金会、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
会等机构共同迈出行业共建的
第一步。 这些机构涵盖了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妇女儿童、社会
救助、互联网公益、社会工作等
领域， 旨在一道打造具有影响
力、 公信力和前瞻性的对话平
台， 一同倡导中国公益界共创、
共享、共精彩。

这一年，我们回顾了 2016 年
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历程，发布
了“2016 十大公益新闻”，致敬在
扶贫、教育、医疗、救灾、扶老、助
残、救孤以及环保、文化等公益
慈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和企业。

自此，中国公益年会为行业
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将关心社
会发展的意见领袖和行业精英，
参与、支持与关心公益行业发展
的伙伴聚在了一起。

2017 中国公益年会：
汇聚合力，一路向前

2017 年 12 月 13 日，以“汇

聚合力， 一路向前” 为主题的
2017 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

这一年，我们联合了十余家
行业中坚力量，发布了“2017 年
度十大公益新闻”， 致敬公益行
业的代言者———人物、企业和公
益记者。

这一年，我们观察到行业发
展的趋势正在从特定群体走向
大众，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线下
走到线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及
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
等内容，为公益事业发展指明了
新的方向。 公益从业者需不断保
持开放的心态，公益机构需打破
路径依赖，专家、媒体需为社会
培养新的公益文化。 在搭建交流
平台、 聚合行业伙伴的基础上，
中国公益年会提出“汇聚合力，
一路向前”， 携手共谋推动公益
事业高质量发展。

2018 中国公益年会：
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

2018 年， 站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希望从企
业家精神的时代变迁和商业创
新典型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摸索
出驱动社会创新所需的精神特
质；我们更希望企业家群体将企
业家精神发扬至社会治理领域，
像解决商业问题一样，与公益机
构携手解决大家共同关注的社
会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 年 12
月 21 日，2018 中国公益年会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年
会以“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

神”为主题，在“企业家时代担当
与引领”“商业资本的社会化路
径”“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和
“基础教育的反思与探索” 四个
篇章里，来自学界、企业界、公益
界、教育界等不同领域的嘉宾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为更深入全面地展示 2018
年的公益图景， 在对 2018 年全
年公益新闻事件进行梳理回顾
的基础上，2018 中国公益年会还
发布了公益领域年度十大关注。
与此同时， 年会还发布了《2018
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报告》，对
2018 年公益行业的发展情况进
行了全面回顾。

这一年，中国公益年会通过
与企业家、公益机构代表、行业
专家、明星艺人等携手，聚焦西
部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问题，并发布联合倡议，携手助
力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发展。

2019 中国公益年会：
从财富上长出精神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为总结公益事业发展成果、
为先行者鼓掌，同时更集中地探
讨财富未来的流转路径，展望公
益的未来图景，2019 年 12 月 5
日，以“从财富上长出精神”为主
题的 2019 中国公益年会在京举
行。 年会对中国公益行业几十年
来走过的道路进行了回顾，对
2019 年公益事业发展情况进行
了总结， 对 2020 年及以后的发
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这一年，我们发布了 2019 公
益领域年度十大关注，还对公益
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盘

点，发布了“壮丽 70 年 祖国与
公益”典型案例。 年会设置“责
任·发展”“传承·共享”“创新·聚
力”三个篇章，对如何“从财富上
长出精神”进行了深入阐释。 与
此同时，年会还对影响行业发展
的人物、企业、基金会和媒体记
者等进行了褒扬致敬。

开放交流平台的搭建、行业
伙伴的聚合、 行业问题的推动、
前瞻观点的碰撞、突出贡献的褒
扬……中国公益年会的平台效
应逐步展现， 并得到更广泛认
可。

2020 中国公益年会：
社会公益的绽放时代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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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
成为制度安排，先富起来的企业
家、公众人物更应思考财富的归
属问题。 如何让财富更有社会价
值？ 怎样为财富的使用做出表率
和引领？ 公益在其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2020 年 12 月 23 日，2020 中
国公益年会聚焦“社会公益的绽放
时代”主题，回顾 2020年中国公益
走过的非凡历程，关注财富价值和
散财之道，探讨了第三次分配下的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这一年，我们发布了 2020 中
国公益领域年度十大关注。 为旗
帜鲜明地扬善，我们还对为 2020
年度公益事业发展做出特别贡
献的机构、企业和人物进行了褒
扬致敬。

五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公益

年会有效促进了跨界公益与行
业生态的有机融合。 年会探讨了
公益热点话题并提出了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同时年会通过分享
预测性观点和社会创新实践案
例，引导行业发展潮流趋势。

2021 中国公益年会：
让公益更有力量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 也是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之年。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大
背景下，2021 年中国的公益事业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砥
砺前行。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征程中，公益事业正在成
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以“让公益更有力
量” 为主题的 2021 中国公益年
会举行。 年会就“社会发展、社会
责任、社会创新、社会服务和社
会倡导”等议题进行了交流与分
享， 并发布了 2021 中国公益领
域年度十大关注。

至此，中国公益年会经过六
年探索，进一步发挥行业引领作
用，携手各方探寻行业问题解决
之道，与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
构等探索共建社会倡导机制，为
推动行业深层次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未来，《公益时报》将不忘初
心， 坚持行业媒体的责任与担
当，恪守行业媒体本色，继续以
中国公益年会为平台，携手各界
力量打造一个探讨公益业态、赋
能行业发展，具有创新性、针对
性和包容性的开放交流平台。

中国公益年会这六年
推动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公益事业加速发展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