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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益言堂

在现代慈善或者说民间公益结构
中，大众慈善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主要职
能是：传播公益文化、倡导志愿精神 、反
映社会需求、推介公益项目、动员公众参
与、进行舆论监督。大众传播打破了公益
慈善利益相关方的时空阻隔， 使得一个
个好的慈善项目能够动员全社会参与 ，
在媒体的助力下， 一些创新方法和模式
的影响力扩大，成为宣导社会、影响政府
决策的先导。

互联网的兴起， 特别是进入移动互
联网时代后，公益传播有了全新的形态、
功能和价值。 我在 16 年前写的《欢呼互
联网，迎接新生活》文章中，曾预言互联
网公益的“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将
对公众参与公益和公益组织的良性竞争
带来重要影响。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公益传播， 它的创新潜力和对于公
益慈善发展模式的颠覆， 已经远远超出
了我们的想象。

与大众传播不同， 网络传播有平面
化、去中心化、民主化、互动性和共享性
这几个特点。在慈善法讨论了 10 年还没
有落地时， 它已经悄悄地给中国慈善生
态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首先是公众参与慈善自主权的回
归。 过去公众缺乏参与公益的自主权与
选择权，一是捐款被权力“导流 ”给有公
募权的官办慈善机构； 二是除了这些机

构，他们也无从找到其他机构去捐款。 如
果问一个人知道哪些公益项目和机构，能
说出 5 个以上的， 几乎就是专业人士了。
现在，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公益项目
不计其数。 比如，腾讯 9·9 公益日时，参与
募捐的项目有 2000 多个。 无需刻意 “导
流”，公众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选择自己喜
欢的项目来捐款。

同步发生的改变是，草根 NGO 无需
政府批准授权，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募捐权
利的公平再分配；官办慈善垄断公募权的
局面开始冰释。他们不仅不再具备垄断公
募权的优势， 相反 ， 只有与优秀的草根
NGO 共享公募权， 才有可能实现优势互
补，共赢发展。 在腾讯 9·9 公益日中，中华
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扶贫
基金会等机构筹款额达数千万以上，就是
与草根 NGO 共享公募权的结果，扶贫基
金会几乎没有拿本会的项目参与募捐。

这说明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民间鲜
活的公益项目， 对公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已经开始主导民间公益的方向。随着草根
公益影响力的提升，他们在今天赢得公众
的支持，未来 ，也将赢得企业的青睐 。 当
年，可口可乐董事长到青基会来给希望工
程捐款。我问他，为什么来这边？他的回答
是：大家都支持希望工程 ，我们企业不支
持行吗？ 所以说，公众支持度越高，企业的
支持度也会跟着往上走。

民间开始主导公益行业的方向

如何找一家靠谱的公益机构， 如前
文所讲， 要首先观察公益组织的招聘内
容、招聘频次和薪酬待遇，这三点从公益
组织的招聘信息中即可获知。 然而，以下
三点通常在招聘信息中很难得到体现 ，
很容易被忽略， 但也是考虑是否加入一
家公益组织必不可少的考察点。

第四，看发展阶段：一个招聘信息是
因为组织接到新项目搭建整个项目组的
人员，则优先考虑。 组织处于发展期，所以
在项目前期可以进去， 可以学到更多东
西，如何去搭建团队，完善项目的人力资
源、添置物品、寻找合作方等各个方面。 从
0 到 1 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如果做出一些
成效，更容易得到管理层的认同。 如果这
个项目在国内有可以参考的案例，更可以
学习消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快速
赶超行业平均水平。 所以看一个岗位的信
息不能光看现有的薪酬和层级，而是应该
看组织近两年的发展，如果过往两年都迅
速发展，则你很可能会跟随组织的发展而
获得良好的培训和职位能力的成长。

第五，看管理能力：组织及其老大是
业界精英，应当优先考虑。 每一个人都不
可能随随便便成功， 他们在背后都付出
了很多努力，他们的经验、见识、人脉，都
将给你一个良好的范例， 教你做事的思
路，指导你少走弯路，做更好的自己。 很
多精英级的老大， 虽然自己是行业内的

第一梯队，但是大部分是很谦虚的。 每一
个自己放得更低的人， 自己就是资源的
洼地 ，人脉 、社会资源 、支持都会向这些
洼地聚拢。 在这些优秀组织的老大手下
工作，你也更容易做成事情，让自己成长
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业界人才。

第六，听组织口碑：一个优秀的组织
必然会有良好的口碑相对应。 如果你问
业界的朋友，某个组织的口碑怎样，大家
都会说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大家称赞，坏
的大家吐槽。 一个组织如果大家都说差，
那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
雪亮的， 甚至很多资深的业内人士对某
些机构的了解程度其实和朝阳区群众无
二。 如果你问的大多数人都推介你去的
机构， 即使现在辛苦点， 但是只要肯努
力，你将来一定会有收获。 我们相信：由
于大多数人还不够努力， 现阶段还不需
要拼天赋，所以只要你肯努力，肯定不会
只是业界的平均水平。

岁末年初， 如果你对现在的工作岗
位不满意， 思考下是否自己已经足够努
力了，是否已经尝试所有的可能，做这份
工作是否让你感到痛苦，如果是，那么请
找一个靠谱的机构，谋个合适的岗位。 如
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很享受， 那就好好
做吧，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找工作就找靠
谱的组织， 找合适的岗位， 因为你的选
择，业界会越来越好。

如何找个靠谱的公益岗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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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如庚慈善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6,123,712.4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453,444.3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07,066.69

行政办公支出 161,969.8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66%

� � 本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65,001.00 0.00 65,001.00

65,001.00 0.00 65,001.00

65,001.00 0.00 65,001.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0.00 15,073,956.43 流动负债 0.00 84,902.0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7,369,312.12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104,457.67 负债合计 0.00 84,902.00

净资产合计 0.00 15,093,512.10

资产总计 0.00 15,178,414.1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15,178,414.1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15,093,512.1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217,224.58 0.00 1,217,224.58

其中：捐赠收入 65,001.00 0.00 65,001.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6,123,712.48 0.00 6,123,712.48

（一）业务活动成本 5,453,444.34 0.00 5,453,444.34

（二）管理费用 668,565.63 0.00 668,565.63

（三）筹资费用 1,702.51 0.00 1,702.51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906,487.90 0.00 -4,906,487.9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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