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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帮宝适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合作的第 12 个年头。截至
2015 年 9 月，“1 帮 1 贫困儿童疫
苗关爱计划”（销售一包帮宝适即
捐出一支疫苗） 捐赠超过 3 亿支
疫苗，帮助 UNICEF 挽救了约 50
万新生儿的生命， 使 1 亿妇女及
其新生儿免于罹患破伤风。

帮宝适的母婴消费群体与
UNICEF 的潜在捐赠人群有高度
的对应性， 也更容易激发对受益
群体的共情。 这是善因营销取得
共赢的关键要素之一， 也是公益
组织与企业合作首先要关注的问
题。

善因营销虽然可以撬动社会
资源支持公益事业， 但是并非所
有企业 “捐出所售商品的一定利
润”都会获得赞许，而公益组织也
不见得在这类营销活动中都能名
利兼收。 因为价值观和细节设计
偏差会引发质疑， 从而导致项目
搁浅。

选择价值观一致的合作伙
伴， 因为价值观冲突而失败的案
例不胜枚举。

百盛旗下的 KFC 曾与一家
名为 Susan G. Komen 的乳腺癌
研究基金会合作。 KFC 承诺每售
出一个 KFC 全家桶，就向该机构
捐赠 0.5 美元。然而，一个 KFC 桶
含有 160 克脂肪、2400 卡路里的
热量。 KFC 通过推广高脂肪、高
热量的食品来为乳腺癌研究筹
款，这怎么看都有些讽刺。 所以，
这一合作很快便分道扬镳也不足
为奇。

KFC 不是第一次犯这种错
误。 2011 年，他们曾和一家名为
JDRF 的青少年糖尿病研究机构
合作。 顾客每购买一杯可乐，所
售的 2.99 美元其中的 1 美元就
会捐给 JDRF。 这么一大杯可乐
包括几百卡路里的热量，相当于
30 多勺糖 。 媒体建议 ，KFC 与
JDRF 的合作应改为： 顾客放弃
购买可乐 ， 改为购买一瓶矿泉
水 ，KFC 就 向 JDRF 捐 赠 1 美
元。 但这一改良方案，显然会有
损 KFC 的利益。

当我们发现企业利益和公益
组织的使命难以两全时， 那么双
方并不适合采取 “你买我赠/捐”
的合作模式。因为，相似的价值观
是善因营销成功的关键。

魔鬼藏在细节里。 沃尔玛则
曾经因为项目细节设计偏差而受
到质疑。 2013 年，美国俄亥俄州
的沃尔玛超市曾举行过一次员工
食品募捐活动， 为当地贫困居民
分发食物， 其中部分受益人是沃
尔玛自己的员工。有媒体指出“沃

尔玛没有为员工提供最起码的温
饱薪水”， 并且号召自己低收入的
员工向其他低收入的人群捐食物，
同时引发了全美对最低工资标准
的讨论。尽管沃尔玛表示会认真回
顾薪酬问题，但其坚持认为此次活
动对于社区营造和公众参与仍有
积极意义。

然而，不论此次活动是否真如
沃尔玛所声称“是一场积极的公益
活动”， 但是在善因营销项目设计
上，应反复斟酌各种细节，规避可
能带来的争议或风险。

捐赠不是营销噱头。沃尔玛不
是唯一在善因营销中被质疑的世
界 500 强企业。 美国菲利普·莫里
斯烟草公司在 1999 年一笔 7500
万美元的捐赠，也引发了人们对其
捐赠动机的怀疑。 事实上，该公司
前后花费了近 1 亿美元宣传其捐
赠 7500 万美元的“事迹”。 企业用
在宣传自己的善行善举以及吸引
消费者关注上的花费，比他们实际
投入公益的钱还要多，很容易让公
众怀疑其捐赠的真实性。真实性是
善因影响的最重要因素，公众对于
“伪善”的反感度无需赘言。如果公
众认为企业并不是真的关心公益
组织的善因，那么效果只会适得其
反。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国内，虽
然善因营销起源于西方，但是中国
公益组织也不乏成功案例。中国扶
贫基金会与百胜集团合作 8 年多，
将包括 KFC 和必胜客、 东方既白
在内的全国 6000 余家餐厅转化为
筹款渠道， 每当顾客进店消费，店
员就会向顾客劝募“捐一元”。在餐
厅里开展与营养健康和扶贫类有
关项目的劝募，具有得天独厚的场
景感。 而小额捐赠，其便利的方式
也增加了公众参与的可能。 据统
计，8 年来，累计 9000 万人次的消
费者捐赠了 1.3 亿元，为 18.6 万人
次的贫困山区小学生提供了近
3000 万份“牛奶+鸡蛋”的营养餐，
还为 600 余所学校捐赠了爱心厨
房， 累计近 40 万人次的小学生从
项目中受益。

有数据显示 ，2015 年中国社
会捐赠总规模达到 1108 亿， 其中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捐赠增长较
快，这也为公益领域带来了新的契
机。 开展善因营销，可以发挥企业
优势，连接社会资源和利益相关方
共同参与公益事业，使企业获得良
好的商誉和口碑，开拓新的市场资
源。这需要企业与公益组织在价值
观一致的前提下， 共同匹配资源，
注重细节设计，及时有效的信息公
开，统一传播口径，才能躲开雷区，
实现共赢、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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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森德咨询机构合伙人

8 月 12 日是世界大象日，
我对大象的保护工作感到前所
未有的乐观。

对我而言， 过去十年的世
界大象日不是庆祝日， 而是警
醒日， 因为这个物种不断面临
着生存威胁。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
中期历经了最严重的大象偷猎
危机， 非洲一半以上的大象种
群死于非命。 在十五年间，为了
向日本市场供应象牙， 约有八
十万头大象被猎杀。 为应对危
机，各国于 1989 年在全球范围
内禁止国际象牙贸易。 一时间，
非洲许多地区的大象种群开始
恢复。

但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 》(CITES)———这
个管理濒危物种贸易的国际保
护公约两次批准向亚洲出售象
牙。 虽然合法出售的象牙来自
自然死亡的大象， 但是象牙一
旦进入市场， 就刺激了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 尤其激发了中国
具有购买力的亿万消费者。

市场的合法化误导消费
者， 形成的灰色市场给非法贸
易提供掩护将盗猎得来的非法
象牙洗白；很多消费者误认为，
在市场上能买到象牙就意味着

象牙贸易是合法的； 人们从注
重欣赏牙雕技艺转变为大肆追
捧象牙材料； 象牙日益被追捧
为“白色金子”，成为装饰、收藏、
馈赠、行贿、甚至投资工具；象牙
价格飞涨，供不应求；在 2011 年
IFAW 调查员走访的 158家象牙
贸易销售点中，其中 101 家没有
许可经营执照；60%持证经营的
象牙店铺还参与非法贸易……

除了灰色市场混淆视听的
问题以外，2007 年 IFAW（国际
爱护动物基金会） 的一项民意
调查还发现，70%的中国人认为
象牙可以自然脱落， 获取象牙
不会导致大象死亡。

从 2009 年到 2013 年 ，I鄄
FAW 公益广告 “妈妈， 我长牙
了”在四年间覆盖了中国 75%的
城市， 将消费象牙潜在人群的
消费欲望从 54%降到了 26%。

然而， 公众宣传虽能消除
无知，却不能阻止贪婪。

犯罪分子在高收益、 低风
险的灰色市场长期牟利， 要想
切实打击犯罪， 就必须将一切
象牙贸易都贴上非法标签。

象牙贸易禁令将彻底关闭
模棱两可的灰色市场， 并通过
让贸易商承担举证责任来支持
执法。 政策明晰、执法严格、处

罚有力，这将会在消费者心目中
给象牙消费打上耻辱的烙印，从
而减少象牙需求。

更重要的是， 多次民调显
示，中国公众坚决支持禁止象牙
贸易。

中国政府禁止野生动植物
贸易可对市场和消费者的心理
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根据 IFAW 的线索，中国政
府于 2011 年 12 月在北京某酒
店叫停了 400 瓶虎骨酒、犀牛角
和象牙制品的拍卖，并禁止在国
内拍卖这些濒危物种制品。由于
这项禁令 ，2012 年中国大陆的
拍卖成交量下降 40%。 也就是
说，那一年中国从拍卖台上撤下
了这些动物制品， 相当于 3.22
亿美元的价值。

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象牙拍卖禁令推出后，象牙拍卖
贸易减少了 90%，并且大象偷猎
的数量也有所减少。由于象牙价
格下跌，一名象牙收藏者在拍卖
协会网站上哀叹道，“象牙投资”
已失去价值，自己“被套牢了”。

2016 年， 美国宣布几乎全
面禁止国内象牙贸易，随后中国
也做出历史性声明， 在 2017 年
底前关闭商业性象牙市场。 此
后，三分之一的合法象牙贸易许
可证被撤销。 整个亚洲，象牙价
格有所下滑。许多贸易商都在想
方设法去除库存。

值此世界大象日，我想为关
闭全球各地象牙市场的良好势
头而喝彩。请永久地禁止象牙贸
易！ 我强烈呼吁决策者采取行
动。 只要有象牙贸易，大象的威
胁就无处不在！只有永久性关闭
象牙贸易之门， 才能停止杀戮。
数以万计的大象死于象牙贸易，
我们决不能让它们徒然而死。

在世界大象日的反思

国人公益意识缺失已饱受
诟病， 大体是批评者拿来一些
欧美数据与我们相比较， 从而
得出“丑陋的中国人 ”的结论 。
其实公益意识的觉醒和形成 ，
也是有一个国家 、历史 、经济 、
文化、教育等逻辑的。

作为公共利益， 一定是具
有公共性的，一定是公共认同、
公共完成。 公共利益自古有之，
那为什么公益一词在我国现代
以后才兴起呢？ 这是公益概念
形成的客观性、历史性决定的。

原始社会人们共同打猎 、
共同分享，应该是公共性很强，
但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 谈不

上公共思想的形成； 奴隶制时
代，在井田制中，中间的一块地
叫公田，要大家共种。 但这个公
田利益归君主所有，也谈不上什
么公共利益； 封建时代税赋也
好，租庸调也好，一定程度上有
公共利益体现。 万里长城、都江
堰、大运河……不论军事、水利、
航运都具有公共利益内涵，但首
先体现的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
利益。大多数贡献者并不是利益
获得者，大多数人也不是出于公
共利益的认识动机而劳动，公共
利益思想也难真正形成；近代以
来，社会化大生产、几次工业革
命、社会形态变迁和经济全球化

发展为大力发展公共利益提供
了需求和可能、 前提和基础、实
践和思考。

这一过程历经公共利益包
含在其他主体利益中的隐蔽性，
个体实际公共利益受益的间接
性， 小农社会公共信息的封闭
性，公共利益的局部性，公共利
益经济基础的薄弱性，发展到公
益实践的探索性，公益意识养成
的初级性， 能力与愿望的共生
性，个人与社会的同步性，中国
与世界的互融性。 这是一个连
续、发展、有逻辑的过程，公益意
识在过程之中，在社会发展之内。

想要说的是，中国人公益意
识觉醒， 是不会超越历史的、不
会超过能力的、 不会凭空奋起
的。只是要探讨我们的公益意识
觉醒是否滞后于社会发展了，是
否缺乏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了，
是否需要顶层统筹谋划了，是否
应该引起全体国民的重视和深
度开展国民教育了。

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口咬定
中国人缺乏公益意识，而没说怎
么做才能更好地唤醒，更有效地
促进。

公益意识觉醒需要过程

崔子研/文

资深公益人

善因营销的雷区，
你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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