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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十一届公益节 
THE 11TH CHARITY FESTIVAL·2021 

暨 2021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嘉 年 华  
获 评 通 知  

致：Trella 

又到了每年绽放公益梦想的时间，2022 年 1 月 13 日至 14 日，第十一届公益节将在上海举行。 

公益节是最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公益盛会，本届公益节为期两天，设有开幕式、全体会议、专场论坛、

致敬盛典等主题活动。今年公益节特别设置 2021“有温度的品牌”展，以展示社会创新与公益践行成果。

此外还首度举办 2021 企业社会责任嘉年华，活动携手各行业责任品牌，共同构建商业向善的力量。 

活动预计将有超过 1200 位公益界、商界、学界、传媒等领域代表出席，超过 200 位重要代表担任演

讲嘉宾，深度参与媒体超过 300 家，影响和互动人次超过 2000 万。 

公益节设立于 2011 年，是国内首个由大众媒体联袂发起的以“公益”命名的节日。活动旨在弘扬公

益精神，倡导公益行为，搭建多方深度对话、合作沟通的平台。历经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公益节已经成为

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事。 

过去十年，共有 530 余家公益机构、770 余个公益项目、400 余部映像作品亮相公益节。包括林志玲、

林志颖、胡彦斌、品冠、蔡少芬、潘晓婷、景甜、樊少皇、杨幂、宁静等众多顶级明星担任公益节形象大

使，传播善的力量，活动总体传播和覆盖和影响人群超过 6000万人次。 

过去十年，公益节推选出众多责任榜样，有卢德之、朱永新、郑卫宁、潘江雪、陆毅等公益推动者；

有周海江、高天乐、齐毅夫、黄荣年、丁水波等商界领袖；有中国人寿、福特汽车、立邦、施耐德电气等

责任品牌；有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儿慈会、壹基金、野生救援等优秀机构；有为爱上色、春苗营养计划、

根与芽、美丽童行等项目以及《失孤》、《海洋天堂》、《读书系列-白岩松篇》等影像作品。 

过去十年，众多代表曾出席活动，包括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郝

林娜、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中华儿慈会理事长王林、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阚

丽君、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刘亭、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颜博文、残友集团创始人郑卫宁、

星星雨创始人田惠萍、富士康党委书记刘忠先、PPG亚太区总经理延彩明、正大集团总裁杨海浩、中青旅

总裁张立军、圣农集团董事长傅芬芳、华硕副总经理郑威、国美副总裁魏秋立、徐工副总经理韩冰等。 

鉴于贵单位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杰出表现，在本届公益节评选中，经提名推荐、评委会审议，

贵单位获评 2021 年度社会责任先锋奖。活动颁奖礼将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14 日在上海举行，我们期

待与您相约公益节，共同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021 第十一届公益节组委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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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公益节活动介绍 

一、关于公益节： 

公益节设立于 2011 年，是国内首个由大众媒体联袂发起的以“公益”命名的节日。活动旨在弘扬公益精神，

倡导公益行为，搭建多方深度对话、合作沟通的平台。历经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公益节已经成为中国公益慈善

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事。 

十年来，共有 500 余家公益机构、770 余个公益项目、400 余部映像作品亮相公益节。超过 3000 家责任

品牌、1000 余位榜样人物每年参与公益节奖项角逐。超过 150 位顶级明星为公益节发声，传递善的力量。活

动总体传播和覆盖和影响人群超过 6000 万人次。 

十年来，公益节推选出众多责任榜样，有石清华、王奕鸥、陶艳波、高淑珍、邓小岚等民间代表；有卢德

之、朱永新、郑卫宁、田惠萍、阚丽君、潘江雪、陆毅等公益推动者；有周海江、高天乐、林龙安、查懋成、

黄荣年、陆亚行等商界领袖；有中国人寿、福特汽车、立邦、施耐德电气、红豆集团等责任品牌；有中国扶贫

基金会、中华儿慈会、壹基金、野生救援、宝贝回家等机构；还有为爱上色、春苗营养计划、根与芽、美丽童

行等项目以及《海洋天堂》、央视公益广告《等到篇》、《成长的光影》、《读书系列-白岩松篇》等作品。 

二、数据摘要： 

1） 本届公益节将汇聚公益、商界、政界、学界、传媒等各领域代表，参会嘉宾达 1200 人； 

2） 本届公益节将邀请 200 余位顶级嘉宾，分享责任案例，传播公益观点。 

3） 本届公益节深度参与媒体达 300 余家，主流媒体报道达 5000 余篇。 

4） 嘉宾构成：会议代表比例大致为机构 20%，企业 40%，媒体 20%，政府 10%，专家学者 10%。 

5） 行业领袖汇聚一堂，60%参会者为机构负责人或企业C级高管/董事/副总裁/总监。 

三、活动新亮点： 

1、创新形式，全面展示公益成果：本届公益节精彩纷呈，包括开幕式、致敬盛典、主题论坛、项目展、闭幕式

暨颁奖礼五大主题活动，还有特别策划的映像展映、创益大赏、公益发布、项目路演、公开课等 20 多项活动。 

2、各界联动 持续为爱发声：公益节筹备期间，将携手 50 位明星与 100 位机构、媒体及各行业杰出代表持续

为爱发声，并特别策划“为爱发声”系列海报，用真诚而富有感染力的公益宣言号召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参与公

益。同时通过系列海报活动，助力公益节活动深入传播，扩大公益节品牌影响力。 

3、顶级明星助阵：公益节将邀请公益领袖及多位极具影响力的明星担任公益公开课分享人，通过讲述与分享的

形式传递他们的公益主张，引导更多群体积极践行公益。 

4、权威奖项，致敬公益践行者：本届公益节共设置十六个类别奖项，除常设奖项外，今年增设年度责任商业领

袖、科技公益奖以及公益推动力大奖。第十一届公益节将通过颁奖礼再向公益践行者、创新者、引领者致敬。 

5、全媒体矩阵，助力公益传播：本届公益节在媒体传播层面强化融媒体概念，高效利用“报、网、屏、端”各

种资源，打造全媒体宣传矩阵，有效提升公益节的关注度、转发率和影响力，推动公益节宣传推广形成规模、

形成声势、形成实效。同时，本届公益节传播渠道还将对参与机构、企业开放，全面助力公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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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板块： 

开幕式：现场邀请公益界领军人、基金会负责人、国际组织和 NGO 领导人、商界领袖、主流媒体等各界代表

逾千名见证活动盛大开幕。此外，更多有着公益意识或实际公益行为的创新创业型的企业代表和中青年创业家

也将受邀参加。开幕式还将选出 1-2 部年度公益微电影现场展播，精彩纷呈，不容错过。 

2021 公益论坛：论坛将邀请政府、NGO、媒体、学界、企业五个维度的众多热心公益人士，通过跨界对话的

形式为公益发展建言献策。今年的论坛还将设置更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类的话题，引导更多企业建立关注和参

与公益的态度。现场嘉宾将共同分享这有爱心、有思考、有疑问、有价值观、有锋芒的思想碰撞。 

因为爱·致敬盛典：作为公益节最重要的主体活动之一，盛典将再次向年度公益慈善践行者致敬。今年的颁奖礼

还将特别寻找新时代背景下的公益创新，聚焦公益新生力量。 

公益计划（倡议）发布： 第十一届公益节将联合各界力量，发布公益计划（倡议）。同时也欢迎各企业、机构

借助公益节平台发布（发起）公益计划或项目。 

闭幕晚宴：作为第十一届公益节的收官之作，晚宴在总结公益节成果的同时，通过跨界互动，高端交流等方式，

凸显各界精英在公益路上的思考和行动。为嘉宾奉献一个“有爱”的夜晚。 

五、奖项设置： 

人物奖：2021 年度公益人物奖   2021 年度责任商业领袖  

综合奖：2021 年度公益集体奖   2021 年度责任品牌奖  

单项奖：年度公益传播奖        年度公益创新奖        年度公益践行奖        年度绿色典范奖 

年度扶贫典范奖        年度科技公益奖        年度社会责任先锋奖    年度责任金融奖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奖    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奖  科技企业社会责任奖    企业社会责任行业典范奖 

专项奖：年度公益映像奖        年度公益组织奖        年度公益项目奖 

特别奖：年度公益推动力大奖 

六、往届获奖代表： 

获奖单位（列举）：中国一汽、中国人寿、陕汽控股、中南集团、红豆集团、绿地控股、徐工集团、中远海运

慈善基金会、百度公益基金会、梅赛德斯-奔驰、施耐德电气、辉瑞中国、联合利华、立邦、卡特彼勒、保乐力

加中国、凯德集团、美赞臣、星巴克、麦当劳、安利、富士施乐、朗盛化学、BD中国、液化空气中国、复星医

药、广发证券、天弘基金、厦门国际银行、完美世界、唯品会、蒙牛乳业、欧普照明等 

获奖人物（商界代表）：周海江、孙利军、林龙安、高天乐、黄荣年、陆亚行、顾振华、查懋成、杨铿、林顺

潮、朱旭东、钟中林、傅芬芳、齐毅夫、郑春影、吴兆兰、Francis Canet、张黎刚、陈碧华、唐彬、叶芳莹等 

获奖人物（公益代表）：卢德之、朱永新、郑卫宁、田惠萍、高淑珍、邓小岚、王颂汤、阚丽君、潘江雪、廖

晓义、延参法师、潘勋卓、吕朝、王奕鸥、刘德天、石青华、何江萍、秦开美、李灵等   

获奖项目（列举）：为爱上色、恒爱行动、PKU患儿特殊奶粉补助项目、根与芽、美丽童行、一个鸡蛋的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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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一汽-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春苗营养计划、福特汽车环保奖、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等  

七、组织机构： 

活动主办： 第十一届公益节组委会  

媒体主办： 数央网         数央公益 

联合媒体： 大公网         中国日报网      中新网          国际在线        中国网 

和讯           一点资讯        界面新闻        未来网          亚太日报 

中华网         蓝海电视        财视传媒        证券之星        小康杂志社 

赛迪网         中宏网          品途集团        北京时间        21 CN 

艾瑞网         创业邦          爱奇艺          蓝鲸财经        新芽NewSeed   

艾问人物       第一视频        大数据周刊      亿邦动力        通信世界 

中国新时代     FM96.9         TOM网         现代企业文化    纽利文传媒 

战略合作： 特邀电视支持：广东卫视    特邀合作媒体：网易双创    特邀合作媒体：网易企业邮箱  

 特邀企业报：中国企业报    指定新闻机构：美通社      特邀网络媒体：CHINA DAILY 

 战略地产门户：房天下      战略媒体：TechWeb       战略媒体：融资中国 

 战略合作媒体：投中网      战略媒体：号外财经        战略媒体：IT桔子 

 战略合作媒体：推酷        战略媒体：一刻 talks       战略媒体：泰伯网 

 战略合作媒体：科技行者    战略媒体：驱动中国        战略媒体：消费时报 

 战略合作媒体：BON TV    战略媒体：数据猿          战略媒体：新知·商业新知 

 特邀搜索合作：360 新闻    特邀商业空间媒体：迈点    特邀家电门户：口碑家电网   

 特邀图片社：VCG          户外合作媒体：华视传媒    特邀列车媒体：鼎程传媒    

 在线直播平台：微吼        在线直播平台：爱奇艺      在线直播平台：第一视频 

独家承办： 北京纽利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媒体传播： 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中国企业家、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国

际在线、腾讯网、搜狐、北青网、南海网、TOM 在线、钱讯网、全景网、兵团卫视、辽宁

数字频道、鼎程传媒、航美传媒、华视传媒等 

峰会官网:   www.gongyicn.org  

第十一届公益节组委会： 

联系人：齐宇轩 18766222360 

电  话：010- 56139250 

Email ：qiyuxuan@gongyicn.org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5号院甲 1号华文国际传媒大厦A座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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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公益节日程安排： 

1 月 13 日上午    开篇：新使命 新担当 

08:00-08:40 ◆ 活动注册 

08:40-09:00 ◆ 第十一届公益节暨 2021 企业社会责任嘉年华--开幕   

09:00-10:00 

◆ 开幕演讲 

 谢玉红，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林碧玉，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总执行长   

 卢  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 

 王忠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 

 孙宝清，广东省钟南山基金会理事长 

 高华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 

10:00-10:45 

◆ 开幕论坛：践行使命担当，助力共同富裕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 

  涂晓军，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 

  王可东，海银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10:45-11:05 

◆ 主题演讲：疫情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王耀辉，王府医院院长 

  黄雪仪，弓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11:05-11:15 
◆ 主题分享：碳中和：大责任与新未来 

  赵顺强，中海油服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11:15-11:25 
◆ 主题分享：以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教育 

  胡婷玉，希沃教育研究院院长  

11:25-11:35 

◆ 益说：（自拟主题） 

李  格，徐工集团党委副书记 

  滕  钢，玛氏箭牌中国企业事务副总裁 

  周  雪，福迪威亚洲人力资源负责人 

11:35-12:10 

◆ 公益节年度致敬 

◆ 2021 年度公益集体奖 & 2021 年度公益推动力大奖 

  赵  鹏，BOSS 直聘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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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骞军法，恺英网络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 2021 年度公益项目奖 

杜丽娜，科慕中国企业传播负责人   

12:10-13:20 ◆ 午 餐（商务简餐）      

1 月 13 日下午    共益前行    

13:30-14:30 

 ◆ 主题演讲（自拟主题） 

 潘江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宋平辉，华铁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  红，雅迪传媒副总裁 

 卢熠翎，张德芬空间 CEO 

 张巧虹，RainbowBaby 七色蝌蚪 COO 

 刘金辉，海义集团副总裁 

14:30-15:15 

 ◆ 全体会议：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谢治菊，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唐  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15:15-15:25 
 ◆ 主题分享：让科技有温度 

   胡明辉，海康威视副总裁 

15:25-15:35 

 ◆ 主题分享：共担健康责任，助力健康中国 

   赵  耀，欧姆龙健康医疗（中国）董事、总经理 

   Yanyan Chang，赛诺菲副总裁 

15:35-15:45 

 ◆ 主题分享：商业向善 

   苏恒轩，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寿险公司总裁  

   荣耀中，上海东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5:45-15:55  ◆ 主题分享：创意 让公益更有力量 

15:55-16:05 
 ◆ 益说：（自拟主题） 

   川内谷佑树，理光(中国)经营管理部总经理 

16:05-16:15  ◆ 益发布环节 / 公益项目推介 

16:15-18:00 

◆ 公益节年度致敬 

◆ 2021 年度公益组织奖  &  2021 年度责任品牌奖 

   叶芳莹，贝亲中国区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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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锴，BAA亚联公务机总裁 

◆ 2021 年度公益映像奖  &  2021 年度扶贫典范奖 

◆ 2021 年度公益传播奖  &  2021 年度绿色典范奖 

◆ 2021 年度公益创新奖 

  孔健涛，合景泰富行政总裁 

18:00-20:30 ◆ 晚 餐 

全 天 ◆ 有温度的品牌展 / 公益会客厅（媒体专访） 

（专场） 

14:00-15:30 

 ◆ 云论坛：共同富裕与企业家精神 

 ◆ 品牌公益专场 

1 月 14 日上午    活力公益   

09:00-10:00 

◆ 主题演讲（自拟主题） 

  李  实，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  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  武，宝供物流董事长 

  王克勤，大爱清尘理事长   

张碧巍，音画梦想理事长 

李新慧，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鲁君驷，格力地产董事长、海控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 

10:00-10:45 
◆ 主题论坛：科技如何向善 

  陈海波，深兰科技创始人兼 CEO 

10:45-10:55 
 ◆ 主题分享：抗疫背后的企业力量 

 苏钰珊，克丽缇娜燃灯基金发起人     

10:55-11:05 
 ◆ 主题分享：推动公益数字化发展 

   许广彬，华云数据董事长、总裁  

11:05-11:15 
◆ 案例分享：公益行动力分享 

  林家成，仲利国际租赁副总经理 

11:15-11:25 ◆ 益 说：（自拟主题） 

11:25-11:35 ◆ 益发布环节 / 公益项目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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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2:00 
◆ 公益节年度致敬：2021 年度公益践行奖 & 2021 年度科技公益奖 

◆ 公益节年度致敬：2021 科技企业社会责任奖 & 2021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奖 

12:00-13:20 ◆ 午 餐（商务简餐）   

1 月 14 日 下午   闭幕：共筑可持续未来 

13:30-14:25 

 ◆ 主题演讲（自拟主题） 

   贾  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林洪藩，康佳集团党委委员、助理总裁 

   李智明，林德大中华区市场部副总裁 

   林正佳，佳信海坛控股集团董事长 

   宋思仪，启益医疗 CEO 

   李肖婷，希玛眼科集团执行总裁  

   陈利浩，远光软件董事长 

14:25-15:10 

◆ 主题论坛：构建可持续未来 

  郭维城，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CEO 

  张  倩，美宝集团副总裁 

  李  莎，BD（中国）品牌传播负责人  

15:10-15:20 
◆ 主题分享：ESG 与企业价值重塑 

  王  磊，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 

15:20-15:30 
◆ 主题分享：共同富裕与企业责任   

  王  锋，玲珑轮胎董事长、总裁        

15:30-15:40 
◆ 主题分享：践行碳中和 企业在行动 

  李  懿，RENOGY如果新能源 

15:40-15:50 
◆ 主题分享：金融向善 

  昂  强，宝利财富副总裁 

15:40-15:50 
◆ 责任思想力（自拟主题） 

  杨  波，康佳集团副总裁 

15:50-16:00 ◆ 益发布 / 公益项目推介  

16:00-18:00 

◆ 年度致敬：2021 年度公益人物奖 

  分享：龙晓晶，同维爱心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 年度致敬：2021 年度责任商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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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姚良松，欧派集团董事长 

◆ 年度致敬：2021 企业社会责任行业典范奖 

◆ 年度致敬：2021 年度社会责任先锋奖 

  徐显杰，所托瑞安创始人兼 CEO 

◆ 年度致敬：2021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奖 

◆ 年度致敬：2021 年度责任金融奖 

18:00-20:00 ◆ 晚 餐 

全天 ◆ 有温度的品牌展 / 公益会客厅（媒体专访） 

（分会） 

14:00-15:30 

 ◆ 数字经济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 品牌公益专场    

注：具体安排以活动手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