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设计：创新五步走

奠定了创新理念倡导、
NGO 能力建设的基调，“芯世
界”所有环节都基于此：

Step1：认识、了解、认可企
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就是创新、创业，包含了坚持不
懈、执行能力、热情和动力等关
键词，这些对于 NGO 来说，都
十分有益，它们也是贯穿“芯世
界”的“精神内核”。

Step2： 树立成功的典型、
榜样。 通过评选创新项目，找
出拥有创业家精神的人和机
构，从他们的成功案例中得到
直观了解和经验分享。 这是评
选以及案例集编写环节的内
在意义。

Step3：提供可行的方式方
法。 在了解了创业家精神、树
立了榜样之后，“芯世界”希望
通 过 培 训 和 游 学 环 节 ， 为
NGO 的创新实践提供可行的
方式方法。

Step4： 帮助找到同行者。
实践过程很艰难，需要同行者，
大家互相沟通，互相支持。“芯
世界” 是一个汇聚了政府、企
业、NGO、基金会、专家评委、
媒体等多方专业资源的平台，
易于找到同行者。

Step5：跨界平台提供多元
资源。基于上述步骤，“芯世界”
提供了一个资源平台，NGO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找到所需
的人（志愿者、同行者、专家）、
财（奖金、资助方）、物（提供物
资的企业）、品牌传播渠道（媒
体）等多元化的资源。

奖项设立：三个创新方向

公益组织应具备怎样的创
新能力？“芯世界”又如何帮助
提升创新这种能力呢？

“芯世界” 设立了三个奖
项———这三个奖项， 就是三种
创新的方向。先锋倡导。先锋倡
导又可以分为“先锋型”和“倡
导型”，其中“先锋型”指的是项
目关注了新的公益领域（新的
社会问题、 新的受益群体），或
运用新理念、新方式，对传统公
益领域实现突破。“倡导型”指
的是项目运用有效的传播方式
或形式， 倡导了新的议题、文
化、理念、行动，形成了新的政
策突破等。

技术应用。 小到公益组
织本身的高效、透明运作，大
到全球的低碳减排、 消除贫
困等议题，ICT（信息与通讯
技术）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帮助提高受助对象的 ICT 水
平，进行数字技能的普及，同
样是“芯世界”技术应用奖考
虑的范围。

协同合作。社会创新是“芯
世界”最重要的理念之一，而社
会创新的核心就是跨界合作。

“芯世界” 搭建的跨界合作平
台， 也希望能够为大家更深入
的协同合作，提供便利。

“满足这三 大能 力 的
NGO， 才能成为有创新力、有
活力的组织，通过奖项设置，期
望能够启发、鼓励、倡导 NGO
按照这个模型去实践。”芯世界
项目组的工作人员说。

创新：可以学习的能力

很多人认为， 创新更像是
一种天生的资质， 是那些有活
力、能“闹腾”的人才能去做的。
然而，在“芯世界”看来，没有人
是天生的创新者， 创新也是一
种可以学习的能力。

通过学习创新性思维（不
安于现状， 不断突破、 追求卓
越）、ICT 应用、 协同合作这三

大核心能力， 学习别人成功的
地方，不断实践，慢慢就会变成
经验， 经验多了自然就形成了
一种能力，即创新的能力。

在“芯世界”的社会创新培
训课程之中， 芯世界项目组试
图将长期社会创新实践中产
生、总结的经验，用更加系统、
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公益组织的
朋友们； 在韩国社会创新之旅
活动中， 通过实地走访优秀机
构以及深入的交流，开拓视野、
学习经验； 每年对评选过程中
脱颖而出的优秀创新项目，进
行材料整理、访谈写作，编写成
社会创新案例集， 让大家能够
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盛大
的评选过后，“芯世界” 继续在
做的这些事情， 无一不是在想
法设法，与大家一起，不断培养
创新的能力。

万科：信任是自身社会责任起点

英特尔“芯世界”：支持 NGO创新

商业管理经验用于公益

2008 年万科发起成立万
科公益基金会， 目前是民政部
3A 等级全国非公募基金会，以
合法、透明、专业为原则，将万
科在商业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
和高效率运用到公益项目的开
展中， 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管
理模式， 注重对项目运行的监
控、成果的评估和反馈。与此同

时， 基金会及时对外披露捐赠
信息， 确保所获捐赠全部用于
公益项目的开展。

万科公益基金会自 2008
年 6 月开始资助孤贫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手术，在 30 个月里累
计完成 1629 例手术资助。

2011 年 6 月 1 日万科“春
天里行动”正式启动，为无力承
担大病治疗费用的劳务工提供
救助。 项目启动至今，共有 73
名申请人符合资助条件获得资
助，累计资助超过 110 万元，单
笔资助最高为 4 万元。 万科推
动合作伙伴建立互助共济基
金。

2011 年，万科公益基金会
与 50 多家非营利性机构合作，
全年资助各类公益项目总金额
达到 1854 万元。 万科共有
1474 名员工提供 4679 天的各
类志愿服务，并带动大量业主、
公益组织和社会各界参加志愿
活动。 12 月 18 日万科组队参
加壹基金“为爱奔跑”山地马拉
松，每跑一米募捐一元钱，一对
一救助 54 名先心病患儿，最终
募得捐赠近百万元。

信任熟悉到信任社会

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信
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
之一。 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
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

信任， 正是万科思考自身
社会责任的起点： 对于分布在
全国的 370263 户万科业主来
说， 商品房可能是他们家庭所
拥有的最大一笔物质财富，对
万科的信任， 是因为万科的产
品品质、 服务水准关系着他们
的财富安全和生活质量。

948934 户股东对万科的
信任， 选择继续持有和增持万
科股票，那是对万科业绩、治理
结构、 职业经理人团队抱有信
心。

27951 位员工选择万科，
是对万科发展前景和万科文化
的信任。

3400 多家供应商对于万
科的信任， 是源于万科对于契
约的尊重、对合作共赢的坚持、
对于行业发展的前瞻和把握。

对于近 2000 名向万科公

益基金会捐赠的资助人来说，
对万科的信任， 就是相信万科
在社会公益领域所贯彻的规
范、透明、专注、坚持。

信任是从互动中产生的。
2008 年因为房价下降而情感
受损、满意度最低的业主，却在
2011 年对万科的满意度评价
超过了全体业主的总体满意度
水平， 是因为入住以后对于万
科的品质、 服务产生了发自内
心的信任。

信任他人，意味着必须承受
对方行为伤害的风险。持续赢得
客户对于万科的品质信任，意味
着万科需要与 3400 多家供应
商、工地上日常劳作的二十五万
建筑劳务工、数以十万计最源头
的基层原材料供应商共同承担
房屋产品的质量责任。

我们坚持认为： 对于万科
社会责任的信任， 不是源于董
事会主席的签名， 而是全体万
科人在日常行为中所贯彻的具
体行动。 这也是一个成熟社会
的标志， 从信任熟悉的面孔到
信任一个品牌、一个专家系统，
进而信任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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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汶川地震后中国
NGO 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
引起了英特尔 （中国）有限公
司 （下称英特尔 ）的重视———
希望给予 NGO 支持。

在经过多方咨询后，英特
尔评奖的方式逐渐浮现———
用奖金来激发大家创新的热
情 ，而评选的过程 ，就是创新
理念的倡导过程。

2010 年经过 3 个月策划，
“芯世界”公益创新计划诞生。
“芯世界”一直是“评奖之意不
在奖，在于能力建设”，评选之
后的培训 、沙龙 、海外游学等
系列活动，其重要程度并不亚
于评选。

�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84 年 5 月， 总部位
于深圳，是国内首批上市股份
制企业之一， 截至 2011 年底
净资产 529.68 亿元 ， 总资产
2962.08 亿元， 市值 818.71 亿
元，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住宅开
发企业。

2011 年万科销售总面积
1075.3 万平方米，销售收入为
1215.4 亿元。 截至 2011 年底，
万科的地产业务已经覆盖到
全国的 54 个城市 ，259 个社
区，业主 37 万户，居住在万科
社区人口规模逾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