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更容易
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已经
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
大的影响。 有两件事情可以证
明，第一件事，牛根生辞掉了
蒙牛所有的职务，开始专职做
慈善，他用企业家创业的方法
来推动慈善事业。 他建立了一
个儿童博物馆，在业界已经有
了很大影响。 当时，他得知投
资一所儿童博物馆，让孩子提
早接受教育对孩子非常有益。
而中国没有一个大型的儿童
博物馆， 美国已经有 300 多
所，他就资助代表团去美国参
观，代表团里有政府官员和公
益人士。

牛根生就像创业时一样，找
政府，做公关，用了各种企业家
的方法和精神来推动公益创新，
将专业知识、企业和慈善三者结
合了起来。 这很难得。 因为通常
情况下，学者只知道研究，实践
家只知道实践，企业家只专注于
企业。 而按照企业家的精神办公
益，这会很快产生比较大的社会
影响。

第二个，我要说说华民慈善

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提出的“资
本精神”。 这个“资本精神”为中
国的企业家、富豪做慈善提供了
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整个社会
下一步的社会改革产生了很大
推动力。 因为我们按照资本论的
理论看待财富，始终会认为资本
从头到尾都是血和肮脏的东西，
但实际上， 资本也有社会价值。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另外， 我还想谈谈跨国公
司，这两年也有两个非常大的典
型事件。 一个是安利公司成立了
基金会，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注
册基金会，并资助了很多中国的
项目，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
第二个，是英特尔的“芯世界”项
目， 他们能做到几千人来参加，
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慈
善环境，其实到了一个大转折阶
段。理论有，典型有。本土企业在
做，跨国企业在做。 政策也非常
开放。 实际上，企业家更容易发
现和解决社会问题。 一旦企业家
承担起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
责任，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中国
商业、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都会
发生重大的提升性的变革或者
转型。 一系列新的需求会产生，
企业推动慈善，企业推动社会问
题解决，企业也会创造出更好的
市场。

最后，我想给大家公布一个
消息，《公益时报》 现在和我们
研究院在筹划做一个非常具体
的项目，本着资本精神的理念，
开发财富价值领袖， 把这些优
秀的做公益的企业家开发出
来，把他们好的、有个性的理念
传播出去， 让他们的思想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正在开发的
第一个人就是牛根生，我们决心
开发一百个。

我相信，在中国的公益界能
开发出一系列有思想价值的领
袖。

企业做公益
要把幸福作为第一标准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
金会分会会长、华民慈善基金会
理事长 卢德之

我认为，幸福是评价慈善的第
一标准。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央视推出话题：幸福是什么？到处
问你幸福么， 但没有多少人说自
己幸福，莫言也没说幸福。说明被
采访的很多人是没有幸福感的。

那么，做慈善的人，幸福感怎
样？我进这个圈子四年了，我的感
受是大多数人是幸福的。 压力大
一点的是我。我要负责挣钱，也负
责花钱，我对社会已经做了承诺。
但我感觉也还可以，也算幸福。

这就形成了一个反差。 一方
面社会大众不太幸福或者说多
数人不幸福，而我们公益界的人
大多数幸福指数不低。 虽然也有
痛苦，但痛并快乐着，即便我们
很多目标实现时不心满意足，责
任不完善，慈善理念没有达到理
想状态，但我们公益界的同胞还
是相对有满足感、幸福感。

社会大众越感到不幸福的时
候，慈善就越重要。慈善既是一种
物理行为，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应
该说慈善项目是物质和精神结合
的形态。与其他的标准相比，我认
为幸福对于慈善项目的效果评价

更具有综合性、更深刻、更有说服
力。另外，我认为都幸福才是真幸
福。 慈善涉及到很多人，受助人、
捐赠人、慈善工作者、志愿者和其
他的参与者。 如果你只是自己过
瘾，不考虑受助人的感受，是不行
的。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让这个
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人都感到幸
福，达到共同慈善。

我觉得提高慈善项目的幸福
度要实现五个满意： 社会满意、捐
赠人满意、受助者满意、慈善工作者
满意和志愿者满意。 最好政府也满
意，当然，这个满意不是绝对的，是
相对的，有时候可能社会满意，政府
不满意， 但是要尽可能找到双方的
平衡点。 项目设计上要重点关注五
个要素：社会需求、关注未必充分
关注的领域、量力而行、与政府互
动、可持续发展。 而在项目运行的
过程中要体现五个原则： 诚信、透
明、专业、规范、高效。 慈善是人对
人的关爱， 企业在设计公益项目
时， 只有把幸福作为第一标准，慈
善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性质。

企业应把
独特资源转为自身优势

●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匡冀南

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在去年 5
月底成立的，到现在不过一年零四
个月。我知道很多企业正在筹备自

己的基金会，一些公关公司和咨询
公司正在做各种方案，建议他们的
客户成立企业基金会。

所有企业成立基金会都会说
是为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如果仅
仅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工作就简
单多了。 但实际上，民政部给了我
们这样一个资格， 冒了一定风险，
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慈善行业做出
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我们也希望
能够真正解决一些我们能够解决
的社会问题。 那我们该怎么做？

除了安利公益基金会， 我还
负责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工
作， 有很多公益组织问我安利能
不能给一些支持。 我只有一个标
准，就是你找安利公司要钱，必须
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你找安利公
司要 100 万， 为什么不是 99 万？
你列出来。第二，为什么是安利公
司给你 100万？而不是可口可乐？
第三， 为什么安利公司给你 100
万，而不是给你隔壁的项目？

我在做CSR的时候， 这样要
求别人，今天我做NGO，也这样要
求自己。为什么是安利公益基金会
做？ 为什么做这个项目？ 为什么要
用这么多钱？我们一直用这些问题
的标准来衡量项目，这就是安利公
益基金会做成现在这样的秘诀。

我认为企业做基金会，每一
家企业，每一个企业家都有独特
的资源。 我说的是钱之外的资
源。 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把这些
资源变成你的优势。 安利的资
源就是我们有很多直销人员，
全国各地有很多分公司， 这就
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需要调研
一个项目， 只要发一封邮件，两
天所有的调研结果就都发过来
了，并且可以保证准确、高效、零
投入。 我利用这个优势，可以在
很多省份同步做很多项目，并且
不会增加成本。

其他的企业基金会和公益
组织，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你所掌
握的资源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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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善播中国·企业公益战略沙龙”
在京举办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 � 2012 年 10 月 26 日，在“第二届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
例（公益项目）”发布前夕，首期“善播中国·企业公益战略
沙龙”活动在北京举行。

此前，2011 年 8 月—11 月，沙龙的主办方———《公益
时报》 社发起了 “首届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公益项
目）”征集活动，并评选出“2011 跨国公司 CSR 十佳优秀
案例”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本次征集活动是首届的
延续，并且被组委会纳入“善播中国 2012 公益嘉年华”系
列活动 。 活动除举办 “2012 社会公益创新国际高峰论
坛”、“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评选”、“责任之道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案例精选”书籍发布以外，还将举办优秀公益案
例展览，通过展板、展位和现场公益活动的形式向公众展
示企业的公益理念和善举。

此次沙龙，作为系列活动的预热，邀请了众多学者、
企业家和公益人士参加， 分享了他们优秀的企业社会责
任理念和公益思想。

”

“

� � “善播中国·企业公益战略沙龙”将不定期持续举行，每期会力邀众多有影响力的嘉宾，同与会人员一
起总结过去、评析现在、畅想未来，在中国公益事业的道路上共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