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人魏文峰，浙江大学毕业，早期在海关做
检测工作，后来兴办公司，年薪百万。 因为工作职
业的关系， 他突然间发现给女儿包书皮的封面有
毒、有致癌物质，此后，魏文峰就开始关注这个领
域。 比如，毒食品、毒跑道等各种材料，并把这个甄
别的结果曝光到网上，最后出了名，很多消费者都
觉得测试很靠谱， 基本成了魏文峰测出哪个是能
用的，消费者就买哪个。 目前，魏文峰已经组建成
20 多人的团队，专门检测孩子们的必备品等物件。
很多产品经过他的测评，公布了成本价，有的消费
者甚至愿意花高价去购买魏文峰测试的某款产
品，因为相信。 这实际上也是解决了社会问题。

案例一：老爸评测
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海宁市 ，100

个当地的小老板，每人拿出 1 万元，筹集
100 万办了一个素食馆，一经开张，门口
天天排队。小老板们说，这种模式是在做
公益教育，利润拿出来要做公益。每个食
客来此用餐， 小老板都会告诉他们这个
餐厅集资公益的故事，食客们也受教育，
用完餐后都会捐赠一定数额做公益 ，每
顿饭可能就百分之几是捐款， 消费即慈
善。 目前，该模式已经得到复制，通过食
用一顿餐食引发公众公益， 这就解决了
很多社会问题。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05News新闻
２０16．11.1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社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待解
以榜样力量提升中国社企认知

11 月 10 日上午， 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一场关于社会企业的
讨论正在展开。

“如果在中国有一家餐厅，
真的是做到一点坏东西都没有，
确保消费安全，这样的餐厅就应
该被称为‘社会企业’，不用太多
高深的表述，社会企业就看能不
能解决社会问题，‘民以食为
天’，‘食’ 就是最基本的社会问
题。 ”轮到了徐永光发言，他的措
辞异常犀利。

作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这位常年活跃在公益圈的老
兵，在这个场合再一次表达了他
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看法。 和徐永
光一道的还有一群共同致力于
寻找中国社会企业榜样的人，他
们共同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奖
评选活动在当天正式启动。

这个由中国社会企业与社
会投资论坛（联盟）发起的奖项，
旨在表彰和鼓励以创新商业模
式大规模、系统化解决中国面临
的主要社会问题的企业。

社会企业的“靶向理论”

作为中国社会企业的重要
推动者之一，徐永光在不同场合
习惯用他自创的“靶向理论”来
解释社会企业，他觉得这样显得
十分形象。

“如果一个靶上有十环，中
几环算是社会企业?” 徐永光问
道。

浙江绿康是一家专门解决
失能失智老人医养结合的老年
医养院。 几年前，这家医养院的
性质还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成立
8 年来，仅推出了 700 个床位，再
想扩大，就出现了瓶颈。 由于医
院的非营利性，扩大过程中难度
很大，投资、机制、薪酬制度和分
支机构的开办都得遵循非营利
性机构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医院的发展。

院方先后找过当地政府，希
望合作办医，但当地政府却以医
院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能给当
地财政带来收入为由，拒绝了院
方的要求。 这一度使得绿康医院
的发展受到阻碍。

2013 年， 一位专门投资环
境、农业、养老等社会影响力项
目的上海投资人看中了绿康医

院的失能失智项目，找到院方准
备向其注资。 几次接触后，这位
投资人顺利将资本落地到绿康
医院，同时，根据协商这家医院
的性质变成了企业。 由于有了资
本的进入，绿康医院的改制也十
分顺利，原先总共才有的 700 张
床位，一下子猛增至 1400 多张，
规模扩大了，效益提升了，成本
下降了，服务更好了。

目前，有投资机构对绿康医
院的估值已经是 2013 年投资的
4 倍， 品牌价值提升后受到资本
追捧。 预计两年后，床位将会达
到 7000 多张。 而这些形势向好
的背后，是医院对解决社会问题
的执着，而解决养老等社会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刚需。

随着绿康医院的逐步扩张，
原先将医院往外推的政府部门
开始主动找院方进行合作。 政府
办了一些养老机构，办得不好就
交给绿康院方管理，有些房地产
开发商建了养老公寓，将绿康医
院请进来，展开医养结合，很快
就带动了养老公寓的销售。

即便顺利转型，但院方仍然
坚定地长期关注失能失智老人
等社会问题，这在徐永光看来是
社会企业的典型标志，不管以哪
种业态存在都在解决社会问题。

徐永光用靶向理论给予了
解释。“中国的企业在一个靶子
图上应该是有分布的， 打在 0~1
环， 这肯定是坏企业， 打在 4~5
环属于一般企业，8~9 环属于良
知企业，如果击中 10 环，真的算
是解决社会痛点、能够激动人心
的企业，这些企业就应该属于社
会企业。 ”徐永光说，“如果一家
企业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
的使命， 这就应该成为社会企
业。 ”

“目前，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
社会企业仅有上百家，但我国有
20 多万家民非组织，将来如转型
成社会企业，那么我国社会企业
数量可观。 ”徐永光说。

中国需要社会企业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11 年
至 2015 年末， 全国工商企业注
册数额已经达到 2000 多万家，
五年间， 注册企业数额以 10%~
14%的速度增长，尤其近几年，中

央提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后，注册企业增速提升至 14.5%。
这些数据的背后，一方面企业数
额增加带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社会出现繁荣景象; 另一方面空
气污染、雾霾天数增多，牺牲环
境为代价催生经济发展。

对环境的破坏，这可能是发
展过程中伴随发展而生的一条
路径。 而在英国伦敦也经历过一
轮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过
程，当下的中国意识到不能再走
英国的老路，必须着眼社会影响
领域建设。

作为这次寻找中国社会企
业的联合主办方，正和岛投资总
裁陈里对社会企业有着充分的
认识。 陈里说：“之所以要在这里
倡导社会企业，这是在整个社会
和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加强调这
种社会价值发展，构建一种新的
商业文明，这就必须在企业发展
的过程中考虑人与社会的和谐
发展，构建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
人文世界，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
目标和初衷。 ”

正是因为这样， 作为主办
方，陈里希望倡导和推动更多的
纯粹的企业，能够成为社会的企
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如
何成为，陈里觉得，这就需要有
标准。

“我们光倡导还是不行的，
需要有评价，评价和制定标准的
过程中，绝不以交易来影响评价

和标准。 所以，我们目标很明确，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
制定严格的标准，要符合我们真
正的社会企业的定义，这是给中
国社会企业颁奖的初衷。 ”陈里
说。

“用榜样的力量来践行和倡
导更多的企业成为社会企业的
一个新的起点，这个社会就会有
更多的企业成为社会企业。 ”南
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社会
企业奖执行委员会主任彭艳妮
表示：“今年第一次，根据不同的
类别设立了 10 个大奖， 包括年
度社会企业奖、 年度社会投资
奖、 年度青年社会企业家奖、年
度港澳台社企奖等 4 个综合奖，
和教育培训及就业领域奖、互联
网+奖、 环境能源及生态农业领
域奖、养老健康领域奖、产业扶
贫奖、 金融领域奖等 6 个行业
奖。 参评企业必须要在规模化、
系统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在商
业模式的创新，社会影响力和财
务可持续上面，都要有突出的表
现才行。 ”

社会企业融资难

2012 年，正和岛成立，陈里
任该机构投资总裁。 两年后，正
和岛推出了一支投资基金，投资
偏好关注社会企业，在陈里看来
投向社会企业才是正和岛投资
基金成立的最初目的，而社会企

业融资是否困难，关键要看社会
企业属性究竟具备多少。

“我们投的所有项目， 必须
兼具两个效益。 一是社会效益、
二是经济效益。 这两者看是对立
和矛盾的关系，实则不然，并不
是说有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
难以凸显，没准你的社会效益还
比一般纯粹企业空间会更大，因
为你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痛点，是
市场的真需求。 只要把它作为发
展目标， 并且成为你的产品，你
的社会企业空间一定会很大，融
资也相对容易。 ”陈里说，“当初，
成立正和岛投资基金就想着，市
面上有着上万家基金， 多一个、
少一个并无差别，但专门针对社
会企业投资的目前并不多见，这
也正好符合正和岛成立之时的
目标、愿景和属性。 ”

有人会想到社会企业与企
业之间，用一种简单的财务指标
来比较，会认为，社会企业可能
融资或盈利能力差一些，其实并
不然。

“如果是社会企业就应该真
正践行社会企业的标准，不能头
上戴着社会企业帽子，从事的却
是一般企业的目标，这应该是统
一和谐共生的关系。 ”陈里觉得，
“社会企业一定比纯粹的企业，
不管是从财务角度还是社会问
题角度， 都应该市场要大得多，
因为这些都是社会继续解决的
刚性需求。 ”

而对于社会企业的融资状
况， 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
论坛联盟理事长林风觉得，融
资难不光只有社会企业， 普通
中小企业都面临这一问题，而
首先需要弄清楚对社会企业认
识的问题。

“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做很
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但这
种影响力一定会是相对应的，正
外部性和负外部性都会存在。 但
解决问题的社会企业我们可以
尽量去控制它的负外部性，在做
好事的同时，我们不能制造另外
一件不好的事情。 ”林风说，“如
果全社会有了这种共同认知，接
下来公众的投资就会有选择性，
尽量多地投向社会企业，这在一
定程度上不光解决了融资难，也
解决了投资难，实际上是社会进
入了一个更良性循环的方式。 ”

社会企业案例

� � 由 100位股东共同发起的海宁素食馆，所有盈余用于扶贫帮困、助
学助医等社会慈善活动以及素食文化的宣传等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

案例二：100人组团的素食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