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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公益时报》： 不少基金会已
经开始了 “走出去 ”的步伐 ，壹基
金是否会在这方面投入精力？

李劲 ：壹基金会关注、参与，
但这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内
容。 壹基金是一家民间公募基金
会，我们募集了国内的资金，首要
的工作是聚焦国内， 解决国内的
社会问题，比如阜宁风灾、长江流
域水灾，我们都不遗余力。

《公益时报》： 请总结一下壹
基金的 2016 年 ，对 2017 年 ，有什
么期待？

李劲：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理
事曾说， 这一两年壹基金基本上
实现了“空中加油”，即在保持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后续发展
的能量补给，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完成了战略和策略的落地， 确立
了平台战略、入口端的月捐、出口
端的联合公益， 明确现代公益组
织是机构未来发展的目标， 并对
现代公益组织有了更深入的思
考。同时，2016 年我们的总收入达
到了历史新高， 而公众筹款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 在筹款总额中始
终保持着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

壹基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从成立到 2015 年，壹基金总共收
入 11 亿到 12 亿元， 如果用这笔
钱去修建深圳海边的高速公路，
最多也就能修三到四公里， 但壹
基金的价值就是三四公里高速公
路吗？ 显然不是，我们要做对公益
有价值的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不

是市场导向的， 不是简单回应市
场需求， 但一定是能够引领公益
未来发展的， 我们愿意做“探路
者”。

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先生
在创建壹基金的时候有一个梦
想， 每个人每一天都献出一点爱
心，做一件好事，这就是巨大的能
量，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
就是“人人公益” 愿景最早的起
源。 这些年来，壹基金历经变化，
但“为每一个人搭建参与公益的
平台”的使命从未改变。

过去这一年是壹基金自我调
整力度比较大的一年， 认真思考
我们的定位和价值， 确立机构发
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战略， 并落实
相关策略、架构和人员，这个挑战
并不比单纯地将筹款额冲到一个
新数字上要小。 一个机构不能靠
盲目的执行来获得绩效， 而应该
在战略上领先。 壹基金从发起人
到理事长都认为， 我们要做有品
质的公益，实现有内涵的增长。

2017 年， 壹基金将迎来成立
十周年。 十年前， 壹基金以推动

“人人公益”和民间公益为愿景而
诞生，十年后，我们又站在新的起
点。现在正是“最好的时代”。我们
唯有苦练“内功”，建设可信赖的
现代公益组织，方能把握住机遇，
让更多人参与公益， 唤起每一个
人心中的善心和善念， 增强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让
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公益时报》： 公募权的放开，

具体到壹基金的工作上，会发生怎
样的影响？

李劲 ： 过去一年对壹基金来
说， 需要应对的并不是公募权开
放，而是在《慈善法》实施后的新公
益生态中如何自我定位。这个工作
我们从前年就开始做，去年取得了
一些成效。简而言之，就是围绕“人
人公益”的愿景和“为每一个人打
造参与公益的平台”的使命，明晰
了机构的业务发展战略和机构发
展战略。

业务发展战略，简言之就是以
参与最大化为指导思想，确立了平
台战略，把从社会公众中募集的资
金变成公益发展的资源。“平台”的
入口是筹款，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月
捐为策略的持续捐赠， 出口是以
“联合公益” 为主要形式的项目开
展。 在业务发展战略确定后，我们
调整了业务架构和管理团队，目
前，团队骨干已基本到位。

月捐是捐赠人每月持续、稳定
的捐款。相对于基于感动和冲动的

次捐，月捐的本质是鼓励公众以信
任和信仰为出发点，养成持续稳定
的捐赠习惯，这无疑是对公众当前
基于感动的捐赠习惯的重大挑战。
但我们相信月捐可以强化公益组
织的问责意识， 提升服务能力，增
强普通捐赠人对公益组织乃至整
个公益行业的信任和认可，是代表
中国公益筹资未来的捐赠方式。

联合公益即推动民间公益组
织围绕某些特定的社会议题，联合
起来形成公益网络， 联合治理，联
合行动，联合募资，联合倡导，推动
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壹基金除了
以前的联合救灾、救援联盟、海洋
天堂等网络外， 现在又形成了一
JIAN 公益、母婴喂养、零废弃等联
合公益网络。 未来，我们希望不再
限定业务领域，而更关注解决具体
的议题。壹基金自成立以来就采取
了联合公益的形式，比如我们在救
灾领域就已经开展了多年探索，现
在我们把“联合公益”做了更加清
晰的描绘，这也是壹基金对《慈善
法》实施后新环境的一个回应。

《公益时报》：可以分享一下壹
基金募捐的经验吗？

李劲：我们公众募捐的经验就
是与商业模式相结合。 募捐的第一
步就是接触到捐赠人。 商业机构有
大量的消费者， 基金会在这方面的
能力远远不如商业机构。 我们与商
业机构的模式相结合， 通过它们的
网络把公益的理念和公益参与的机
会便捷地提供给公众。 同时，我们非
常关注如何与最新技术相结合，比
如 VR技术，我们总是在不断思考，
如何用这些新技术更好地吸引和影
响公众，让他们参与公益。

目前壹基金正在积极开展的
月捐和联合公益都是非常领先和
创新的。 在所有的公益机构里，真
正以月捐作为主流筹资策略的目
前只有壹基金。我们将月捐升级为

“壹家人计划” 就是为了实现参与
最大化。 同样，联合公益建立了多
个网络，只有这些网络中的社会组
织才能动员社区中的志愿者和普
通公众，实现了我们参与最大化的
目标。

《公益时报》：壹基金创立时，
以创新、 突破的姿态闯入公益行
业，在现在相对平稳的阶段，壹基
金创新的目标和动力是什么？ 在
组织化、制度化的壹基金里，怎样
鼓励创新？

李劲： 我认为目前尚不能说
壹基金已经处于“平稳”的阶段。
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大环境正在
发生着快速变化， 我们自己也在
不断思考， 不断自我调整。 最重
要的创新是战略创新。 除了刚刚
提到的业务战略创新， 壹基金在
机构发展战略方面也日益清
晰———就是在秉承“人人公益”的
愿景下， 贯彻马蔚华理事长提出
的“企业化管理”思维，贯彻建立
可信赖的现代公益组织的机构发
展策略。

我认为， 现代公益组织有三
大特证———现代性、 公益性和专
业性。 其中现代性主要是指现代
化的经营方式， 包括以制衡为特
征的现代治理方式、 现代管理方

式、 现代经营模式以及与最新技
术的结合， 最终是以改变现代生
活方式， 特别是参与公共生活的
方式为目的。 公益性主要体现为
公共性， 就是组织的产权属于全
社会，服务于公共目的，向公众说
话， 并通过信息披露接受公众和
政府部门的监管。 专业性集中表
现为专业的发展理念、 专业的知
识能力、 专业的团队和专业的伦
理指导。

我常听人说， 壹基金这两年
“安静”了许多。的确，在向现代公
益组织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花了
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战略
创新， 形成业务发展战略和机构
发展战略，调整业务架构，落实关
键岗位的人员，苦练内功，外面的
人觉得壹基金没有以前“热闹”
了，但我们自己知道，这个过程一
定是相对“安静”的，但也是健康、
持续发展的必经过程。

《公益时报》： 壹基金机构本
身有一套自下而上的运作机制 ，

也有一个强大的理事会， 这两方
面如何协调？

李劲： 这就涉及到我刚刚所
说的，以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治理
方式。 壹基金的治理方式变化经
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创
始人个人主导。 第二个阶段是深
圳落地后企业家接盘， 他们特别
强调战略，所以深圳落地后的前
半年一直在做战略规划。 现在是
第三阶段， 壹基金的秘书处更加
独立自主， 起到主导作用。 这些
年来，壹基金的治理模式确实是
在向规范化、均衡化的现代治理
方式上发展。 马蔚华理事长作为
专业人士， 从上任伊始就开始有
意识地区分理事会与秘书长的
关系。 所以现在壹基金是 CEO
（秘书长）负责制。 理事长在治理
层面提出了他的管理思想； 秘书
处是运营团体。 理事会和秘书处
这二者之间处于相当平衡和健康
的状态。 此外，马理事长上任后，
明确提出企业化管理的思路，也
就是现代企业管理方式。 我们通
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秘书处团队构
架， 以及采用资产负债、 风险管
理、内审外审、信息披露等现代企
业的管理方法，高效地管理机构。

《公益时报》： 经历了几次舆
论风波，壹基金的传播策略有何
改变？

李劲 ：我常说，壹基金是“人
红是非多”，特别是表现在网络舆
情方面。 刚刚提到， 现代公益组
织的第二个特征是公共性， 其中
向公众说话，通过信息披露接受
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认为最重
要的是主动披露、主动沟通，加强
信息公开，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
努力，但仍有提升空间。社会舆论
一定有赞扬的、有反对的、有支持
的、有不完全理解的，公益机构需
要批评者，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批
评是健康的、 建设性的。 我们也
要学会与质疑者互动， 我相信很
多质疑者也是关注我们的， 只是
因为不理解而质疑。当然，如果是
恶意的或者出于商业目的攻击，
我们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甚至拿
起法律的武器。 另一方面， 我们
正在重建品牌公关部门， 目的就
是重新建立壹基金的品牌体系，
重新定位我们的品牌价值。

《公益时报》： 受地震等自然
灾害影响， 公益组织在救援方面
更早地开始了联合和竞争。 您怎
样看待这种联合与竞争？

李劲：壹基金最早探索“联合
公益”就是通过救灾开展的，我们
在 14 个省建立了 15 个省级联合
救灾网络， 共有 550 余家社会组
织参与进来。 我觉得联合救灾这
种形式就是公益组织既联合又竞
争的最好的说明。

在救灾领域， 壹基金比较优
势的地方有两个， 一是我们开展
的防灾减灾工作， 我们开展以减
灾为核心的全链条的灾害救助工
作，包括防灾减灾、紧急救援、过
渡安置和灾后重建。 壹基金把防
灾减灾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
是我们灾害救助工作的主导思
想。在紧急救援阶段，我们有传统
优势，救援联盟、联合救灾、儿童

服务站等工作经验都已经很成
熟，这个阶段资源最多、公众关注
度最高， 但紧急救援只是灾害救
助工作的一部分。 灾害救助的大
量工作其实聚集在重建过程和研
发工作中， 比如我们的儿童平安
训练营、 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
馆等，这是面向未来的工作。

第二， 壹基金在救灾领域的
政策倡导上也一直在努力推动，
比如最近我们与民政部救灾司合
作开展的救灾流程研究课题，以
壹基金的救灾经验为基础， 整理
编辑出一套工作规范， 为政策创
新提供借鉴。

其实壹基金的救灾工作也可
以体现刚刚提到的现代公益组织
的第三个特征———专业性。 专业
性是现代公益组织的一个根本要
求，它不是无源之水，举个简单的
例子：人道主义救援领域的《环球
计划》 就代表着紧急救灾工作中
的价值观和专业性。

灾害救助是我们工作的一个
缩影。你能看出，现代公益组织一
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内部驱动，不
是行政驱动， 也不是市场驱动。
我认为，壹基金是以“人人公益”
的使命为驱动。 比如壹基金参与
研发的安全教育车，成本比较高，
这是要冒风险的， 会有人问一个
公益机构， 花那么多钱开发安全
教育车做什么。 每年也都会有人
质疑我们开支为什么那么慢，我
们顶住了很大压力。 要开支快太
容易了，一亿元修五个学校，两年
就能完成。 但这不是我们给中国
公益、民间救灾带来的价值。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 壹基金的内部调整与外
部变化并行。 这一年，《慈善法》实施为中国公益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环境；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
长，公益领域开放和竞争态势趋显；而外界对壹基
金的赞赏和质疑也从未停止。 这一年，壹基金在战
略创新上不断发力，逐渐勾勒出清晰的机构发展战
略和业务发展战略，完成了相关业务架构和人员调
整， 同时超额完成了既定筹资目标。 李劲说，2016
年是壹基金自我调整、改变力度较大的一年，机构
建立现代公益组织的发展目标已经非常明确，这一
年的调整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旦前，《公益时报》 专访了壹基金秘书长李
劲，回顾壹基金不平凡的 2016年。

� � 据壹基金 2016 年 4 月发布的 2015 年度工作报告显示， 个人捐赠占总体筹资额的 72%，超
过 20 万人通过每月持续捐赠的方式支持壹基金。2016 年，壹基金月捐计划资金的主要去向为儿
童平安、净水计划、壹乐园、温暖包和海洋天堂等项目。

业务发展战略：“平台战略”的确立和落地

� � 以名人领军起家的壹基金，从甫一出生便处于公益圈的舆论中心，引发话题不断。 但自
从遭遇几次公众舆论危机后， 壹基金的传播策略似乎经过了大的调整，2016 年再未出现有
争议性的话题，大家都说，壹基金“安静”了。

机构发展战略：建立可信赖的现代公益组织

壹基金的价值：
做中国公益发展的“探路者”

� � 2016 年，公募基金会向外走的趋势越发突出。中国
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继续开展海外救援行动，在多
次国际救援中反应迅速。 同时，多家基金会在海外多个
国家开设了办公室， 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与更多的国
际民间组织开展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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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在《慈善法》放开
公募权后，会有更多社会服务机构
申请到公募资质，您认为这对公募
基金会的运作、机构之间的合作方
式会有什么影响？

李劲：《慈善法》所释放的所有
信号中， 如果只用两个字来概括，
我认为是“开放”；如果是四个字，

那就是“开放、竞争”。 作为一家公
募基金会，壹基金始终认为，中国
公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开放和良
性竞争的环境。我们对开放公募权
一如既往地保持非常支持、欢迎的
态度，并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我认为， 开放公募权的影响会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净增效应不会

立即显现。 现在公募以互联网为主
要实现途径， 在与募捐平台的互动
中， 大机构因为可以给平台带来更
多的资源和流量， 处于相对优势地
位，小机构面对的挑战更艰巨一些，
它们要赶超大机构还需要一些时
间，所以未来几年，小型公益组织与
大型机构的合作关系还会存在。 公
募基金会与它的合作机构、 产业链
间合作关系的变化不会那么快。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公益的整
体发展态势还会以基金会特别是
大型公募基金会的公募能力为主
要表现形式；同时，以前没有开展
公募的社会组织，如果希望开展公
募，就要学会“下海游泳”。 公募权
的壁垒被打破后，所有开展公募的
社会组织都要学会如何面对公众。

《公益时报》：怎样应对公益行
业愈加紧迫的竞争？

李劲：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战
略创新，这是机构自身发展和在竞
争中不断进步的基石。 2016 年我
们在战略创新上稳扎稳打地做了
些突破性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明
确了机构的业务发展战略和机构
发展战略。

支持、欢迎更加开放竞争的环境
� � 2016 年 9 月，《慈善法》正式实施，不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公募和非公募。 普遍观点认为，这
将有利于民间公益组织发展，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能打破公募基金会对公募权的垄断。 一些优
秀的民间公益组织将能如虎添翼，而对一些做得不好的公募基金会来说则是一种压力，或让这
些基金会被淘汰，或倒逼他们予以改进。

动态
回顾

壹基金秘书长李劲

� � 2016 年 11 月 19 日，“壹基金温暖包发放行动”在河北省邢台市
新河县寻寨小学举行，当日发放了 385 个壹基金温暖包

� � 2016 年 11 月 28 日，壹基金公益创新平台“我能实验室”公布了第
三季获选项目，“高原之家”等 9 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资金、技术和资
源支持。“我能实验室”是壹基金于 2015 年推出的公益创新平台，以“新
社群、新公益”为口号，发掘和鼓励各行各业的新兴社群参与公益创新

� � 2016 年，为爱同行活动先后在深圳、北京、长沙和杭州四地成功举办。 图为 2016 年 10 月 30 日，壹基
金为爱同行·2016 公益健行活动在杭州正式开走

壹基金的 2016：向现代公益组织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