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发现一：社会企业家
调研发现，有 48%女性在社

会企业中承担高级管理职务 ；
社会企业家学历较高 ， 社会企
业家中大专学历占 14.5%，本科
学历者为最多 ，占 46.3%；而硕
士 (包含 MBA)加上博士总共占
26.0%，超过总数五分之一。拥有
本科以上学历者占 72.3%。

核心发现二：社会企业营运
近 50%的大中华地区社会

企业创立于 2013~2015 年，且呈
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社会企业
关注的议题前 5 位 为 ： 教 育
32%、助残 28%、就业 21%、扶贫
18%、养老 17%；近八成的社会
企业都在初创或者发展阶段 ，
已经找到稳定商业模式的机构
仅两成左右；社会企业有较好的
提供就业能力，初创阶段平均能
雇佣到不到 6 位全职，在稳定成
长期可增至 37 位； 大多数社会
企业总体年收入区间是 0-100
万之间(56%)，60%的社会企业有
盈利；进行利润分配的社会企业
仅占 7%， 社会企业家利润分配
的主要意向是员工和股东。

核心发现三：社会企业需求
只有约 20%的社会企业成

功融到资。 其中，融资的总体规
模在 0~100 万之间， 超过半数；
最希望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获得
资金。但是 1/4 的社会企业依然
期待资助/捐赠； 最主要挑战在
于人才、资金(皆超过 60%)及经
营模式需提升的能力前 3 大项
是 ：提升产品力/服务力 、人才/
人力资源开发、品牌宣传/传播。

核心发现四：社会企业生态圈
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计划

以及全国地方两会社会企业的
提案都在推动扶持政策出台 ；
大陆的影响力基金发展速度并
不明显，总量一直维持在 12~15
家之间； 社会企业的投资基金
(影响力投资基金 ) 面临了与商
业风投竞争或者合作的 新 格
局； 社会企业行业联盟也已经
成立， 还有不少行业性推动的
项目。

建议一：提升人与组织能力
1、 对追求社会创新的企业

家培育特别需要关注企业家自
身的提升，特别是企业家精神 、
领导力、自我认知等方面。

2、 破除人才招募和流失难
题， 可以与猎头公司合作开发
社会创新职业招聘渠道 ， 借鉴
商业企业做法 ， 通过股权以及
利润分配留住核心团队。

3、 社会创新的开拓需要与
商业企业合作 ， 撬动商业企业
的资源，实现共赢。

建议二：吸引投资
1、跳出公益圈子 ，在商业

创业、 科技创业中发现潜在的
创造社会价值的创业项目 。 与
风险投资、创业孵化器合作 ，挖
掘创业项目的社会价值 ， 发现
具备真正商业能力的社会创新
企业。

2、 打破社会创新融资难题
的三大利器： 鼓励商业资本参
与社会投资， 试点社会创新项
目融资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 ，
发展社会企业融资顾问中介。

3、 建议以社会议题为导向
的组合思路发展影响力投资群
体， 加速提高影响力投资机构
的数量和质量。 以特定社会议

题作为基金的名称 ， 开展适合
该议题相关的测量指标 ， 来衡
量基金是否有效地解决了社会
问题。

建议三：创建网络
1、优化大学阶段的教育，增

加社会创新的模块，培育具有社
会使命的企业家种子。 在大学阶
段， 开展社会企业的启蒙教育，
激发对于社会问题的创新思考。
在 MBA 或者 MPA 课程中 ，开
展社会企业的创业教育，包含更
多经营实践的讨论和案例分享。
激发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学员，对
社会创新职业兴趣。

2、 创立社会企业资讯平台
以及社会企业商学院 ， 应对社
会企业发展的两大困境 ： 收入
和产品。 分享比如共享经济、精
益创业等商业创业思路 ， 摆脱
公益的思维方式。

3、提升企业家、社会各界对
社会创新项目的认知。 还要鼓
励表彰优秀的社会创新 企 业
家， 营造一种弘扬社会价值的
氛围。

建议四：发展政策
1、 政府应该将对社会创新

项目进行政策支持 ： 发展社会
企业作为 “精准扶贫 ”以及 “提
升弱势群体就业”的重要手段，
鼓励政府以及企业采购时进行
社会价值的考核。 此外，社会创
新的创业者也应该与政府积极
主动对接， 成为 PPP 在社会创
新领域的合作案例。

2、 建立大中华地区社会创
新发展战略对话和合作框架 ：
增进了解， 发布洞见 ， 交流经
验，促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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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区社企调研报告》发布

仅两成社会企业找到稳定商业模式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社会价值 VS 利益平衡

2009年， 国内第一家推广亲
子阅读的专业机构悠贝亲子图书
馆成立，旨在为 0~8岁家庭提供专
业的亲子阅读服务，帮助家庭建立
良好的亲子阅读习惯，在亲子阅读
中增进亲子感情、开阔视野。

目前，在全国各地成立的悠
贝亲子图书馆已经超过 60 家。

图书馆数量的增多本是件
好事，但伴随增多产生的问题却
让创始人林丹十分忧心。

“现在已有 170 多个城市伙
伴加入到图书馆项目，他们每个
人都非常热爱这样一个事业。 虽
然说资金投入不是很大，但是时
间和精力投入很大。 怎么回应
170 多个加盟的伙伴， 我们要走
向何方?”林丹坦言。

对于企业来说，商业目标是
逐利的。 要驱动企业发展，必须
获得商业资本的投资，就必然得
考虑投资人后期的回报。 这让林
丹十分矛盾。

林丹表示：“作为社会企业，
利润非常透明，没有那么高的资
金回报， 有一些机构参与进来，
发现回报太低就离场了。 ”

如何在追求社会价值与追
求资金回报之间取得平衡，对于
社会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个必须
解决的问题。

对社会企业的期望值不应
太高

不论是关注社会价值还是
商业价值， 支持者总会有所期
待，而这一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会
影响社会企业的发展。

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领
教工坊创始人朱小斌认为：“公众
对于社会企业期望值太高， 这让
社会企业的从业者背上了压力，
总觉得是在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大
事，必须要做成，一旦失败就是伤
害了投资者和支持你的人。 ”

从《报告》的调研数据可以看
到，目前，近八成的社会企业都处
在初创或者发展阶段，已经找到稳
定商业模式的机构仅两成左右。

一个创业企业从创立之初
到渡过生存期， 只有不超过 5%
的几率; 而能够变成真正有规模
的企业比例不到 1%， 这意味着
100 家创业企业里面可能最终连

1 家都没有达到有规模的企业状
态。 而社会企业在初创阶段的生
存概率跟商业企业相差无几，可
能还会更高，如何能够变成一家
规模化的企业， 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社会企业有着解决社会问
题和利益平衡的双重底线约束。

《报告》的数据显示，56%的
社会企业总体年收入区间是 0~
100 万之间，60%的社会企业有盈
利；进行利润分配的社会企业仅
占 7%， 社会企业家利润分配的
主要意向是员工和股东。

“我们不应将一些过高的期
望强加在社会企业创业者的身
上，认为支持了你，你一定要做
成，因为我是在献爱心，不能做
不成，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投
资任何的企业都有可能打水漂，
1%的成功概率，投资社会企业和
商业企业都是一样，你的钱可能
收不回来，这是很正常的，所以
不要对社会企业期望过高。 ”朱
小斌强调。

会有大批企业转为社会企
业吗？

2015 年，中国公益慈善项目
交流展示会期间，首次有 7 家社
会企业获得民间标准认证。 目
前， 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社会企
业，社会企业的投资基金(影响力
投资基金)也纷纷成立。

《报告》指出，有两成的社会企
业已经摸索到成功的商业模式，有
20%的社会企业成功融资。其中，融
资的总体规模在 0~100万之间。

即便社会企业并不强大，但
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 面临着较
好的发展环境，也有公众表示担
忧：如果社会企业一旦形成象征
性极强的“标签”特性，是否会有
更多的现存商业企业和社会服
务机构积极转向社会企业形态，
而转型后还能保证社会企业的
纯粹性吗？

寇卫平是美克美家家具连锁
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商业领域有
着不错战绩的他， 也关注着社会
领域的创新和社会企业的发展。

“今天，政府对于高新技术
企业是有着大额的税收政策优
惠，那是不是非高新技术企业就
得想办法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
的标识，为了减免相应税赋。 社
会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人，但大多
数人还是真正想让社会企业去
解决社会问题的，这种衡量标准
就应该是道德。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
教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
心主任袁瑞军表示：“这实际上
是一个担心，担心社会企业追求
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追求利益回
报。 在国际上我们看到所有的制
度安排都没有直接对社会企业

进行税收等相关方面的优惠，所
以即便是大多数企业和社会服
务机构都转向社会企业，但在没
有相应优厚条件给予的今天这
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结果。 ”

“例如，ISO 标准都是国际组
织制定出来，多数情况下，即便

政府认可 ISO 标准，企业也拥有
这一标准，但同样不享受任何直
接税收减免，这让想着去得到这
一标准的企业无利可图，也没有
人愿意去争取这个‘标签’，自然
社会企业这个‘标签’纯粹性就
显露无疑。 ”袁瑞军说。

《大中华区社企调研报告》的核心发现和建议

2 月 21 日，“社会创新与我———大中华区社会企业调研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图为嘉宾研讨。

� � 2 月 21 日， 关注社会企业发展的 《大中华区社会企业调研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 这份由星展基金会携手社会企业研究
中心发布的报告，在过去一年里对两岸三地三百多家社会企业进行了
深度调研，除了给出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的现状图景，还提出了吸引
人才、提升企业、引进投资、建立网络和发展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建议。

一方面提升全社会对于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认知，另一方面帮助
社会企业融入主流商业环境，寻求在技术和商业领域有一定基础甚至是
成功经验的人才和企业家的参与，从而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但社会企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社会价值投资与利益平衡、 社企发
展预期等问题仍是社企创业家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