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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公益的所有理解 ，概
括而言就一句话 ： 最好的公益
是用商业模式做公益 。 做企业
的人经常提一句话 ， 优化投资
回报率 ， 但做公益的人很少提
这句话 ，因为善心第一重要 。 但
我觉得 ， 公益其实恰恰应该谈
这句话 。

如果我们关注世界顶级基金
会的话，关注做得非常优秀的基金
会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有非常严格
的衡量标准，为的是可以持续。

第一，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
到底善于做什么？ 而不仅仅是爱
做什么。 因为如果所有的企业，所
有的基金会， 都是因为别人在做
某一件事情所以去做一件事情的
话，永远没法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像腾讯做 99 公益日是有基

因的。因为他的 DNA 是连接。只
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在一天之内
连接那么多人 ， 筹到那么多善
款。 像可口可乐，做水资源的处
理是有基因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
商业就建立在优质水基础之上。

所以 ， 找到自己的竞争优
势 ，找到自己之所长 ，再以此基
础做公益，这是实现最大回报率
很重要的前提。

第二，合作。 在公益领域，竞
争是第二位的 ， 甚至是不重要
的。 而合作往往更重要。 如何调
动多方资源 ， 真正做到事半功
倍，我想这是非常大的目的。

第三，可持续性发展。 一个好
的公益项目， 一个好的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一定是可持续的。 如果
公益组织不能挣钱， 如果企业因
为做 CSR 不能得到更好利润，那
么这个公益项目是没法持续的。
所以优化投资回报率非常重要。

2015 年，联合国协同 193 个
会员国一起发起 17 项可持续性
发展目标 ，从消除贫穷 、缩小差
距到负责任的消费生产等，这实

际上是为全世界未来十五年制
定一个 17 项的全球发展目标 。
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是
政府 、 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的结
合。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发挥企
业的商业作用，用企业的商业模
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如何用商业模式做公益，和
大家分享一个组织———ARZU。
ARZU 的创始人是一位非常有
能力的女性， 之前是高盛全球合
伙人中唯一一位女性。 9.11 时她
选择辞职。 为什么辞职？ 她当时
46 岁，辞职时说：这一刻突然觉得
我应该干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辞职之后她创建了这个组织，主
要是为了帮助阿富汗女性提高她
们的地位。 她通过在当地建厂生
产地毯，直接卖到美国市场。很高
一部分的利润反馈给阿富汗的市
场， 所以雇佣雇员时提出工资非
常高，但前提是只雇佣女性员工。

当地很多家庭希望他们家
庭的女性到这个工厂来上班，但
是 ARZU 提出来，如果想让家庭
女性到这里来上班，家里必须答

应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允
许家里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
女孩， 来上学， 来接受教育；第
二， 让成年女性有自己的自由，
她们可以自由出入 ，行走 ，参加
活动；第三，所有的员工要上学，
认字。 而且怀孕期间要去就诊，
保证怀孕的质量。 只有家庭的男
性答应这个条件，家庭里的女性
才可以到这个企业来上班。

经过几年努力，ARZU 在阿
富汗有 600 个员工， 这里面包括
做运营、编织等。其中的数字值得
一提：ARZU 全部的女性员工都
是识字的， 这在阿富汗当地非常
少见； 将近 20%的员工将她的一
名孩子送入大学， 这是不可思议
的事情； 这些编织工的收入比阿
富汗人的平均收入 （包括男性和
女性） 高出 68%；55%的员工家里
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宅， 其中有
两家甚至买了私家车。

ARZU 在阿富汗语里的意
思是“希望”。 真正好的公益，尤
其是用商业的模式做公益一定
可以给大家以希望，而且是授人

以渔的希望，是能帮助这些需要
帮助的人，有一天能够独立起来
不再需要你的帮助。

我所在的长江商学院也做
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活动，
以此践行我们用商业做公益的
理念，就是善果枸杞。 戈壁瓜州
有非常好的枸杞 ， 但是没有资
源，没有品牌。 我们在校友中发
出呼吁， 帮助他们设计品牌，设
计包装。 然后在我们的校友平台
发起认购， 推向更多电商平台。
两年之内我们帮助当地枸杞销
售是 300 多万，最重要的是人均
收入增加了 863 元 ，对当地居民
来说这是 35%的工资增长。 当然
这个模式也在复制。

我是心理学专业出身的 ，最
后还想以心理学里我们经常说
的一句话来结尾：我们发现同样
一块钱，当你花在别人身上的时
候，给你带来的快乐要大于它花
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能
成就他人，而且是用非常智慧的
方式成就他人的同时，也可以帮
助我们成就自己。

长江商学院 EMBA项目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朱睿：

最好的公益是用商业模式做公益

在 2016 中国公益年会的沙
发论坛上， 部分 2016 年度公益
人物、公益企业代表进行了分享
与探讨。 作为来自不同机构的公
益践行者，他们的公益项目涉及
的领域各不相同， 规模大小不
一，但都有着一颗坚定的公益之
心。 他们共同呼吁，不论什么类
型的机构，慈善都应该是机构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 他们期望，通
过公益项目的实施，把爱奉献给
需要的人，同时吸引更多人加入
公益事业的行列中。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张建仑：

中脉公益基金会的宗旨就
是“一老一小一发展”。 现在做主
要项目，一个是朝阳计划，给穷
困地区的学校建 2000 所医务
室，时间五年。 第二个是孩子安
全守护行动。 第三个项目是推行
校园文化建设。 第四个是跟中国
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
合作的“我·爱我女性健康工
程”。 2016 年我们感觉最有意义
的就是把爱奉献给需要的人。

壹起捐、钢丝善行团创始人
钢子：

慈善可以做得更容易，我们
善行团队发起“一起捐”，用每人
每天一块钱的方式帮助别人。 当
我们救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个
慈善家救了一个人，是大家帮助
了他，是大众的力量，是平民慈
善。 加入善行团，你可以有很多
朋友。 用大众的力量关注和温暖
别人， 普通人都可以为国家、为
这个社会、 为公益贡献一丝力
量。 一丝奉献的精神、一丝善良，

团结起来就是力量。
NU SKIN 如新大中华品牌

传播副总裁盛子人：
传递善的力量是我们公司

的一个使命。 2008 年设立中华儿
童心脏病基金救助患病儿童至
今，已经形成一个从手术、筛查、
志愿者到培训等的非常好的机
制。 去年帮助了超过 5500 位小
朋友获得心脏病的救治。 公司还
推动我们的行政员工、公司的伙
伴拿出钱来参与，七八年的时间
募集超过七千万的善款。 我们希
望能够做得最好，帮助带动更多
的人。 希望通过人的连接、人的
串联、人的改变让我们这个世界
变得更美好，让个人都能够建设
更好的自己。

江西中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江西省政协委员宗赣生：

我们企业专门资助少年儿
童。 我们捐助了 300 多个孩子，
其中读小学的有 100 个。 这个钱
是打到他个人交学费，而且对每
个孩子的学习都有联系和监管
支持。 三年前在江西，我们资助
了 1500 万元， 建设了共青儿童
村。 2016 年企业又涉及养老和社
会停车这两个项目。

百胜中国公共事务资深经
理张晓文：

在慈善事业方面，我们特别
引以自豪的是一元捐的项目。 这
个项目最大优势是利用百胜旗
下遍布全国的七千多家餐厅渠
道优势，去年七八月份在餐厅发
起两周一元捐活动，邀请顾客参
与到一元捐中来。 专业机构的评
估显示，这些项目真真切切帮到

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这个项目
坚持了九年， 筹集累计善款 1.5
亿，有 1 亿消费者走到百胜旗下
餐厅参与募捐，为贫困山区孩子
们赠送了三千万份营养加餐，40
多万孩子从中受益。

建设银行公共关系与企业
文化部处长王强：

近 20 年来， 中国建设银行
在公益道路上其实有了很多的
探索和实践，做了大大小小一百
多个公益项目，同时捐赠了 8 亿
多善款。 母亲健康快车、中国建
设银行贫困高中生成长计划等
是我们近些年来着力打造的企
业公益品牌。 母亲健康快车已经
持续开展了 6 年，投入了 3700 万
元，有 247 辆健康快车在贫困乡
县投入使用，60 多万人次贫困妇

女受益。 中国建设银行贫困高中
生成长计划从 2007 年开始已经
持续 9 年捐赠 1.3 亿，8.4 万人接
受了捐赠，6 万个学生考上了大
学。 我们还希望发挥企业的力
量，让更多的人参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秘书长张吾龙：

目前我们有 700 多个项目
得到了基金会或者是慈善人士
的支持。 人才培养现有体制和机
制的改变， 需要公益善才来引
领， 光靠体制内的钱改变不了。
2016 年， 我们有一个 2030 中国
乡村学校计划，想提升乡村学校
整体的水平。 我们请到管理学大
师帮助提升校长的观念，通过管
理学和教育学的系统思维的变
革来提升老师或者校长对办学

的理念以及创新的动力。
中社战略慈善培育基金发起

人、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李明：
2016 年最有意义一件事就

是发起成立了中社社会工作发
展基金会战略慈善培育基金，成
立的初衷是因为，在中国目前整
个捐赠里面，企业捐赠占 7 成以
上，是捐赠主体力量。 而且有捐
赠行为的企业，也面临着一个捐
赠持续性的问题。 希望通过工作
的开展，一方面能够提升企业家
社会使命感，另一方面也希望帮
助更多的企业家从战略层面开
展公益慈善事业，帮助企业找到
一条能够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共赢的道路。 让慈善成为构
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
之一。

公益应该成为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