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上善论坛”圆满落幕 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人民城市建设 公益让城市更加温暖

由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
局）指导，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会同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上海市华侨
事业发展基金会等十三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首届“上善论坛”于 9 月 6 日在上海复星艺术
中心圆满落幕。论坛以“人民城市建设中的社
会力量参与”为主题，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
探讨，首度发布“上善共识”，达成要努力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发展之路，推动公益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主论坛上，市民政局（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局长朱勤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李海峰，上海新沪商联合会会长郑永刚
作了主旨发言。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
长窦瑞刚， 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原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均瑶集团总裁王均

豪，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会长、汇添富基金董
事长李文，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
任金锦萍，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参加
了圆桌讨论。另有六个分论坛，平行探讨了社会
组织参与抗疫及疫后重振、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基金会建设、人民城市
建设中的高校基金会、基金会资产有效管理、青
少年公益与城市建设等议题。

主旨发言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作题为 《人民城市：中
国城市的本质特征》的主旨演讲。“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新时代城市文明的
未来走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蕴含的重
要理念是“三建”“三为”，即：人民是城市物质
文明的建设者、 人民是城市精神文明的建构

者、人民是城市制度文明的建立者；城市为人民
所共有、 城市为人民所共享、 城市为人民所共
治。立足于人民城市的话语体系，我们才能向世
界更好讲述中国的城市故事， 最大限度地展示
中国城市的魅力。

郑永刚：上海新沪商联合会会长郑永刚发言
认为，上海正迈向谱写新时期人民城市新篇章的
新阶段， 新沪商联合会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破题”重解，为城市建设贡献商会力量。一是人
民的城市需要“共建”，立于行，方可得；二是人
民的城市需要“共治”，立于信，方可得；三是人民
的城市需要“共享”，立于心，方可得。他希望更多
的社会组织与企业家能够积极参与进来，让商会
组织的向心力，和社会财富的向善力，共同转化
为推动城市建设不断前行的源动力，共同为建设
一个“上善”的美好家园，一座人民的城市而奋斗
不息！

圆桌论坛金句
我们基金会一直做了十几年，现在已经 3亿

多网友在平台累计捐赠超 90多亿元。 这个过程
最初的构想就是改变以网友为核心的公众习惯，

让他们体会到慈善不需要等退休或发财，日常善
举就是公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
长 窦瑞刚

人人参与人人奉献，让更多上海人参与公益
社会事业做慈善我们这个城市就温暖更加美丽
了。刘教授讲要“积极行动”，我认为公益和慈善
就是要行动，不是空谈，这样上海城市会变得更
好。———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原上海
师范大学校长 杨德广

抗疫期间，当社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一
反应就会马上想到我们有什么、能做什么，上海
有什么优势， 国家大难的时候企业能做什么。真
正的爱不需要回报，但只要去做了，自然而然会

有回报。———均瑶集团总裁 王均豪
做公益一定要用专业态度，用企业家精神来

做。汇添富在整个行业推进 ESG投资，促进社会
可持续发展， 让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推
进企业重视在社会环境治理的三方面要素，通过
新指标体系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上海市基
金同业公会会长、汇添富基金董事长 李文

做慈善的初心纯粹、不求回报，这是善。但企
业家也不要刻意回避，有的时候通过做慈善，企业
获得更好美誉度，说明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金锦萍
为他人做好事， 对全社会有利。 作为媒体

人，我要发掘和报道这样的故事。倘若一个做慈
善的人希望把自己隐藏在慈善背面， 不希望高
调，我充分尊重，我觉得都没错，每个人站在不
同的位置去考虑行善的问题。———上海广播电
视台主持人 曹可凡

———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十年结出丰硕成果

上善若水，滋养万物。涓涓细流，汇聚成
海。 公益慈善既是一种优良的品德和文化，也
是体现城市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人民城市
为人民”。公益慈善就是城市精神的充分体现，

是让城市更有魅力、更有温度，让城市的人们
更加幸福的重要特质和要素。

回望历史， 公益慈善是承载人类文明最
精彩内涵的篇章

几千年来，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缓解困
难群众生存状况、 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对上海而言，自宋朝设立“上海
务”（即征收酒税的办事机构）以来，“上海”一
词的由来就伴随商贾和贸易的兴盛而诞生。

清末民初， 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慈善
团体先后在上海创立， 上海成为全国慈善事
业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慈善事业
得到进一步发展。2016 年《慈善法》的实施更

是我国慈善事业迈入法治化轨道的标志。

放眼当下，公益慈善标记了上海城市的文
明高度，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近年来，上海慈善事业更是呈现了蓬勃发
展的态势。至 2019年底，全市经民政部门登记
注册的社会组织超过 1.7万个， 年支出超 450

亿元，从业人员超 42万人。全市累计建有 220

多家慈善超市和慈善爱心屋、3800 多个捐助
站点。“十三五”以来，累计社会慈善捐赠总额
达 150 亿元。在“中国城市慈善指数”排行榜
上，上海连续多次位列前茅。并荣获全国“慈善
七星城市”的称号。

上海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断抬升了城
市文明的“天际线”。本市各类慈善组织累计接
受疫情防控社会捐赠达 18.75 亿元。 在 2019

年，上海动员社会组织共实施了扶贫项目 675

个，投入资金 10多亿元，有效助力国家脱贫攻
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全市已累计建成

7600多家“公益基地”，约 35万市民开通“公益
护照”，全市注册志愿者总数近 200 万人，成为
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展望未来， 携手共创上海公益慈善事业更
加璀璨的明天

上海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要紧贴上海发
展大局，立足上海肩负的时代使命，结合上海
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特质， 在服务城市发
展、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要着力体现上海城市的温
度，要以“城市温暖”为初心，以“上善若水”为
精神，以“止于至善”为境界；要聚焦高质量发
展，整合更多的资源，健全协作的机制，畅通社
会的参与。

希望公益慈善的雨露， 不断滋养城市发展
的土壤，不断厚植城市的人文基石，推动上海成
为全国公益慈善的“制高点”，成为上海建设卓
越的全球城市的品牌和名片。

以“温暖这座城”为主题的 2020年度上海“公益伙伴日”于 9月 5日开幕。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活动，聚焦后疫情
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营造公益氛围、推广公益理念。

50多家品牌基金会组团亮相

本届 “公益伙伴日” 活动聚焦抗疫、扶
贫、 社区治理，50 多家品牌基金会组团亮
相，带来各自的公益故事。参与抗疫、扶贫、

社区治理等成为基金会展出的亮点。活动期
间，上海社会组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片视
频展同步举办，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各类
慈善组织累计接受疫情防控社会捐助 18.75

亿元。

本届“公益伙伴日”隆重推出首届“上善
论坛”， 以 “人民城市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参

与”为主题，深入探讨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建
设更有温度的人民城市。“放眼当下， 公益慈
善标记了上海城市的文明高度， 也为城市发
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展望未来，要紧贴上海发
展大局，聚焦高质量发展，携手共创上海公益
慈善事业更加璀璨的明天。”

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是举办“公益伙伴
日” 活动的目的之一。 为期一个月的活动期
间，市、区、街镇、社区四级携手，创新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各类公益活动，引导和促进市民
了解公益、参与公益。上海 30 家知名餐饮企
业共计 200 多个门店开辟 1 平方米区域，宣
传、展示公益产品及内容，并推出公益套餐定

向捐赠公益项目。在网红打卡地标思南公馆打造
“太阳公益市集”，引入社会组织和企业公益项目
开展丰富多彩的公众体验活动等。 这些接地气、

聚人气的活动，带给上海市民“好玩、有趣”的公
益体验。

公益品牌活动蓬勃兴起

转眼之间，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已经走过了
十年。

十年来， 上海积极建设有温度的公益之
城。《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修订出台，大批公
益基地纷纷建立， 慈善超市实现街镇全覆盖，

社区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快速发展，公益伙伴
日、公益之申评选、公益盛典、社会组织公益创
业大赛等公益品牌活动蓬勃兴起，公益组织专
业能力持续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日益深入。

十年，为爱心筑梦，为公益搭台。从 2011

年上海市举办首届“公益伙伴日”，到 2016 年
把“公益伙伴日”扩展为“公益伙伴月”，上海一
直致力于打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共同
参与的平台， 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勤皓表示，要把公
益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吸
引和动员全社会各界人士广怀仁爱之心、广行
济困之举。

上海的公益组织积极投身人民城市建设，

打造更有温度的城市， 一系列数据彰显十年发
展的不凡。全市社会组织数量从 2011 年的 1 万
家增长到今年的 1万 7千家；社会组织的净资产
规模从 228亿元增至 590亿元；社会组织从业人
员数量从 17万人发展为 45万人。在市民政局的
引导下， 社会组织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仅在脱贫攻坚方面，2019年上海就
动员社会组织实施了 675个扶贫项目，投入合计
10多亿元。

此外，上海已累计建成 7600多家公益基地，约
35万市民开通了“公益护照”，注册志愿者总数近
200万人。

9月 4日-9月 6日，由上海市民政
局、上海市商务委指导，由上海市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上海沪联扶贫公益中心
主办，由上海市凤巢科技创新合作中心
统筹引入 40+社会组织及企业公益项
目的公益市集———太阳市集在申城网
红地标思南公馆开展，结合夜市经济，

用丰富多彩的公众体验活动倡导“公益
是一种生活方式”， 包括装置艺术制
作、艺术品捐赠义卖、扶贫美食、艺术
科技体验、公益义演相伴、圆桌盛宴引
领等，打造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盛会。

市集收入将定向捐赠上海联劝公益基
金会的“公益伙伴”专项基金，着重用
于困境儿童的救助帮扶和监护服务。9

月 14日-9月 27日， 由上海市民政局
指导，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上
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共同主办，上海麦客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携手上海知名
餐饮商家的 200余家门店横跨 12个商
圈，14 个大区开展了 “一平方米的温
暖”公益活动。活动获得了众多餐饮品
牌的积极响应， 原定 20家活动品牌最
终拓至 30家。活动期间，商家每售出一
份公益爱心套餐，即捐出 5元以资助上
海的困境儿童，同时部分门店还设置了
相应的 1 平方米主题展区和公益组织
携手开展公益产品的推广和售卖。“一
平方米的温暖”公益项目引发的社会关
注度凸显了优质的公益项目对激发社
会力量参与公益的重要作用。

除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外，全城亦洋
溢着浓厚的“公益氛围”。上海碧虎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无偿赞助申城 1 万 2

千辆出租车后窗， 借助碧虎车屏新媒
体， 实时流动播放 “今天你公益了么”

“温暖这座城”“一平方米的温暖”，成
为申城流动的一道风景线。在自贸区陆
家嘴管理局的支持下，位于陆家嘴环路
东城路的华能联合大厦上的户外大屏
以及陆家嘴 80余处行人指示系统滚动
播放“温暖这座城”宣传短片和“第十
届公益伙伴日”大幅海报，此外，在上
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在
部分地铁公共空间也能听到《温暖这座
城》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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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 让上海更有魅力更有温度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在首届“上善论坛”上的发言摘要

2020年中华慈善日上海主题活动暨第十届上海公益伙伴日开幕式现场 “第十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现场

公益市集现场糖画摊位受到儿童们的热捧

2020年度上海公益伙伴月暨上海
太阳公益市集在思南公馆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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