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首单股权信托委托人、玛娜数据科技发展基金会执委会会长张唯：

愿做行业试错者，向公益同质化说不！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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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核心能力做公益

《公益时报 》：在公益行业 ，
关注数据领域的机构很少。 作为
一家创业公司，为什么要成立这
样一家基金会，是因为有企业方
面的资源吗？

张唯 ：准确来说，成立这家
基金会并不单纯是因为企业的
资源，而是因为我们把公益当成
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和战略。 我们
从事的是互联网数据方面的工
作，而数据要求真实透明。 现在
各行各业都在提数据，应该如何
看待这种现象呢？ 不乏有一些机
构把非法数据交易当成一个牟
利的手段， 个人数据遭泄露、买
卖的现象比较严重，电信诈骗也
比较猖獗。 那么个人数据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 个人数据的归属权
属于谁？ 这是基金会成立最重要
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希望切实有
效地维护个人数据权益，特别是
在相应的研究、倡导以及实现途
径方面。

另外，我们也接触到一些公
益组织， 相较商业机构而言，他
们对数据的理解程度还是有一
定的欠缺。 而我们拥有数据技术
优势，比如信用体系搭建、模型
构建、算法等，而且在金融、风险
控制方面我们也有一些经验。 因
此，我们希望把这些优势和公益
结合起来，支持公益机构实现更
好的发展。 以前我们是给公益组
织当帮手， 做志愿者献献体力，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企业
的核心能力做一些事情。

《公益时报》：基金会开展工
作需要很多专业人才，目前在人
员设置上是如何安排的？

张唯： 因为我们刚刚起步，
对于公益项目的想法、产品的设
计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因此

目前仅有一名专职人员。 我们希
望也鼓励大家把时间捐给基金
会，企业方面也设计了相应的激
励制度。 因为公益是我们的核心
战略之一， 员工每一次调级、晋
升也都和公益相关。 同时我们也
提出，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要考虑
对基金会进行支持，比如说品牌
建设和筹款等。 另外我们的员工
都比较年轻， 平均年龄在 30 岁
以下， 面临社会上种种诱惑，所
以我也希望通过公益的方式和
理念让员工得到更好的成长。

为公益行业提供数据支持

《公益时报》：在首届中国公
益传播创新高峰论坛上，你提出
了很多公益方面的设想。 目前基
金会有哪些落地的项目？

张唯 ：我们开发的“方舟平
台”系统已经具备雏形，现在正
处于内部测试阶段，有可能在近
期推出 2.0 版本。这是我们和《南
方周末》共同探索打造的一个互
联网产品。 因为媒体天然有监督
的职能，我们希望把媒体的这种
监督职能和公益以及我们在数
据方面的经验优势结合起来。

对于公益行业来说，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让各方能够看见彼
此。 那么公益诉求产生之后，如
何才能将人财物和其他资源实
现更好地匹配呢？ 我们希望在数
据层面打通这些环节。 通过“方
舟平台”， 我们可以帮助公益机
构和公益资源在全网进行有效
匹配，快速拓展。 同时，该平台能
够在后台帮助公益机构实现精
准风险管理，从而让捐赠人和公
益产品实现更加优化的匹配，让
决策更加及时有效。

《公益时报》：基金会要做的
事情就是针对公益行业不同的
问题开发不同的互联网产品？

张唯 ：是的，我们希望将数
据和公益结合起来。 目前我们也
正 在 开 发 另 一 款 互 联 网 产
品———公益机构信用评分系统，
即参照商业机构信用评级的方
法，从多个维度对公益机构进行
考量、评级。 现在公益机构非常
看重财务透明度，特别是在“郭
美美事件”发生后，社会对公益
机构透明度建设也特别关注。 不
过，以往对于公益机构的评判更
多是从财务角度进行的，这对于
公益行业的发展来说显然不够。

因此，玛娜基金会希望以此
作为一个切入口，利用我们在数
据特别是在风险控制方面的技
术，帮助捐赠方以及社会各界对
公益行业有一个更加全面及直
接的认识。 当然，我们做这一工
作并不是为了去简单评判公益
组织的“好坏”，而是希望帮助他
们从结构设置、管理以及业务等
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让公益机
构更好地认识自己，有意识地强
化自己。

《公益时报》：你曾提出数据
体系能够在扶贫领域发挥很大
作用，这一点应该如何理解？

张唯：其实核心还是在信用
层面， 在现代社会信用就是资
源，就是财富。 比如说，如果农民
拥有自己的信用体系，他就可以
通过信用贷款做一些事情，提高
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水平。 这当
然涉及面非常广， 也非常复杂，
但由点到面，通过经过验证的模
式、经验、工具和方法的复制、推
广，我相信农村地区以及那些被
忽略的群体的信用体系建设能
够有所突破。

以前我们个人的数据都是
孤岛般的存在，比较分散，我们
希望通过信用体系的建设帮助
大家把各种信息汇集起来。 另
外，就个人的消费行为、经济行

为应如何纳入整体的信用体系，
我们也希望和一些公益机构和
电商平台进行合作探索，把信用
体系纳入生活的各个环节。 当
然，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我们
也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公益时报》： 提到数据平
台，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
平台最近推出了中国公益领域
首个大数据开放平台———网络
公益大数据平台。 你如何看待这
一举措？

张唯 ：对于像阿里、腾讯这
么大体量的企业来说，他们是有
能力为公益行业的发展做出更
多尝试的，我觉得这对于一些第
三方机构或者小的公益机构来
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也
体现了公益的精准性。 而且重要
的是，数据要联通起来才会更有
价值，阿里的这一做法将自身的
核心能力与对数据的理解、网络
产品的开发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值得学习。

做个“以身试法者”

《公益时报》：你在公益领域
进行了很多尝试，比如国内首单
股权慈善信托。 另外你也提出了
很多颇具前瞻性的公益设想，比
如“公益信用金融新生态”。 有没
有担心过会失败？

张唯：你提到的那单股权慈
善信托名为“国投泰康信托 2017
年真爱梦想 2 号教育慈善信
托”， 我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进
行论证，今年 4 月份在北京市民
政局完成备案，主要用于支持全
国素养教育研究与推广项目。 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尝试和创新，给
公益行业带去更多的探索，不断
去触碰那些似乎不明晰的边界，
就像我经常自嘲的，我成了一个

“以身试法”的人。

至于“公益信用金融新生
态”，那也是我的一个设想。 这件
事做起来可能很难，但也是一个
开放性的探索。 因为有在商业领
域从业的经验，所以我并不特别
在意得失成败。 对于创新者来
说，孤独是一个常态，但即便有
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至少我的
尝试可以告诉大家此路不通，换
条路走。 当然，法律法规要遵守，
对公益的社会性、敏感性特别是
它所代表的责任要有充分认知，
在行为上要严谨、自律。 同时，社
会公众可能也要对公益的真实
状况有更多的认知和了解，以更
加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

《公益时报》：可能会有人觉
得你们的想法不切实际，你如何
评价自己做的事情？

张唯：我觉得公益组织最大
的力量在于其自身独特的影响
力。 如果说跟商业领域相比，公
益组织的体量还差得很远，完全
不在一个层级。 但公益行业瞄准
的是特定的社会问题，它们产生
的影响力跟商业还是很不同的，
能够发挥杠杆的作用。 因为公益
组织做出示范之后可能商业机
构、 政府部门都会加入进来，共
同推动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公益生态应该是
更加多元的，我觉得公益应该更
加开放， 充分跟社会发展结合。
就中国的社会体量来说，我们要
做、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很多公
益机构见证的是中国最贫穷最
困难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被这
些局限，不能阻碍自身的成长和
探索。 爱当然是公益组织及公益
行业从业者的行为基石，我们要
善待公益、 慈善所蕴含的力量，
同时更以开放、创新之心，进行
各种公益实践，并扎扎实实地做
出来，进而对商业、社会领域进
行积极引导。

� � “通过一系列的尝试、创新，我希望能够在公益行业
进行更多探索，触碰尚不明晰的边界，让公益跟社会以
及我们的生活更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创新者来说，孤独
是一种常态，但即便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至少能
让大家知道此路不通，要换条路走。 ”

从金融行业从业者到互联网创业公司董事长，从一
家成立仅有 10 个月的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到国内首
单股权慈善信托委托人……张唯希望把自身资源，特别
是基于数据技术的专业核心能力，变为对公益行业的一
种支持。

7 月初，作为玛娜数据科技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称
“玛娜基金会”）执委会会长，张唯参加了首届中国公益
创新高峰论坛， 这家新成立的基金会得以进入公众视
野。正如基金会的名字，在张唯看来，将大数据理念引入
公益行业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能够帮助公益机构更
加综合全面地认识自己， 也有利于打破公益行业边界，
推动公益创新。 近日，《公益时报》记者对张唯进行了采
访，希望了解玛娜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对公益
创新的一些设想。

张唯在首届中国公益传播创新高峰论坛讲述自己的公益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