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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专业筹款顾问的筹款之道
郑伟，新加坡 AFG 公益慈善

筹款联盟中国区首席顾问，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慈善顾问。 投入
公益领域十余年，工作经历大多
和筹资有关。

2006 年，郑伟在加拿大全职
投入非营利事业， 最初于国际计
划多伦多办公室学习并实践非营
利组织的捐赠者服务工作， 并就
任国际计划中国办公室筹资与企
业合作专员， 主要服务于国内外
的捐赠者有效参与和支持儿童类
公益项目。后来，他又加入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UNICEF)北京办公
室，主要负责 UNICEF 中国区的
捐赠企业合作事务以及海外赈灾
的捐赠资源调动工作。

在那之后，一段美国洛克菲
勒家族慈善顾问办公室做访问
学者的经历，让郑伟参与实践了
美国各大私募慈善基金会以及
家族办公室对于各类捐赠工具
包括慈善信托的战略考量和有
效运用。

2013 年这一年，郑伟受李嘉
诚基金会奖学金支持去新加坡国
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
公共管理，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
侨居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 这些
华人企业家对做公益以及支持中
国的公益项目都表现了浓厚的兴
趣， 而郑伟恰巧对中国的公益生
态很熟悉，人又在新加坡，因此，
他为这些华人企业家提供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有了这样的基础， 便有了后
来越来越深度的合作。 也是因为
这一背景， 郑伟加入了目前任职
的机构———新加坡 AFG 公益筹
款联盟， 这个机构主要是支持华
人企业家和慈善家更专业的做好
慈善，除了机构使命的认同外，从
公益行业从业人员转变成捐赠人
专业慈善顾问的角色， 对郑伟来
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提升捐赠人服务能力

《公益时报》：能否为我们简
单介绍下新加坡 AFG 公益慈善
筹款联盟这个机构？

郑伟：新加坡 AFG 公益慈善
筹款联盟是由华人背景的一批
捐赠人在新加坡发起的一家慈
善顾问公司，主要是服务于我们
网络里的个人和企业捐赠人成
员客户，帮助他们做好其个人和
企业的慈善战略规划及代管理
捐赠资金。 我们的公益定位和宗
旨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帮助
我们网络的大额捐赠人及企业
客户更好的在亚洲做慈善，二是
利用我们机构自身国际化的背
景优势帮助中国的基金会走出
去，为其提供慈善国际化及影响
力战略咨询和海外机构设立及
代运营服务。

《公益时报》：咱们机构主要
针对 NGO 做筹款类的哪些具体
的培训？

郑伟： 我们对 NGO 做筹款
培训是从捐赠人服务的角度出
发。 去年 9 月份我们与深圳市中
国慈展会发展中心合作，在慈展

会期间举办了首届的国际公益
慈善筹款大会， 邀请了超过 16
个国家的 30 多位国际筹款大咖
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公益组织
提升筹款能力。

我们做这个会议的出发点
是帮助中国的公益组织提升捐
赠人服务能力，筹款的核心就是
捐赠人服务。 我们服务的一些捐
赠人对中国的儿童公益项目很
感兴趣，所以我们当时也特别设
立了奖学金，重点支持各地的优
秀儿童公益组织能够学习国际
先进捐赠人服务和管理的经验，
进而提升全面的筹款能力。

《公益时报》：我们在选择培
训对象时一般会做哪些前期的准
备工作？ 如何保障能给培训对象
最切实有效、可行的筹款指导？

郑伟：我们选择培训对象的
时候主要是以我们服务的捐赠
人的兴趣为导向的。 比如，我们
非常偏重支持儿童和青少年类
的公益项目，因为我们服务的海
内外捐赠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对
这类项目最为感兴趣，而且是希
望支持的。

我们重点选择支持儿童公益
类项目， 一方面我们根据我们服
务的捐赠人的兴趣， 能最直接和
真实的告诉我们培训的公益组织
捐赠人的视角和想法， 同时我们
在培训的过程也在挑选一批筹款
能力也即捐赠人服务能力强的地
方儿童公益组织， 作为我们海内
外大额捐赠的重点推荐机构。

《公益时报 》：截至目前 ，机
构在中国共培训了多少家公益
组织？ 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郑伟：我们在中国前后大概
培训了 500 家公益组织。 培训包
含国际化的经验和框架、一些切
实有效的案例学习分享，以及过
程中兼顾技术性和学员的个人
成长。 比如，我们在培训的过程
中， 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公
益组织在与捐赠人及企业沟通
的时候，容易把自己放在“乞讨”
的位置。 而事实上，一旦他们在
和捐赠方沟通的时候是抱着有
求于人的心态， 结果注定不好。
我们通过现场的沟通谈判练习，
帮助学员更好的觉察自己和对

方的心理状态，从而提升其自信
心和抗挫能力。

《公益时报》：你对国内的公
益组织筹款有什么看法？

郑伟：中国公益组织的筹款
人才匮乏，现有的筹款人员很多
是项目官员出身，观念很容易受
到机构中心思维的局限，而不能
以捐赠人的视角来看问题。 以机
构中心思维思考，大多就只是在
想我缺什么，我要什么，然后一
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觉得别人该
捐了。 以捐赠人思维是站在捐赠
人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
动机，从而更好的对他们进行服
务和管理。 这两种思维的差距，
基本就决定这个筹款人员的成
长的潜力。

快速提升公益组织筹款能力

《公益时报》：99 公益日即将
到来，你认为民间公益组织如何
能够快速提升 99 公益日筹款能
力呢？

郑伟：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
提升机构筹款策略和思维能力。

民间公益组织筹款能力的
提升，有赖于机构领导者具备战
略思维能力。 公益组织领导者可
以不参与具体的筹款执行，但是
需要从宏观角度观察和思考公
益筹资市场，对相关政策、规则
和行业规律给予足够关注，从而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定位。

此外，年度筹资计划是一个
机构对自身筹款产品、筹款渠道
和筹款机会的全盘梳理。 公益组
织领导者需要引导筹款执行团
队做好年度筹款规划，为不同时
间段、不同筹款机会设计不同的
筹款产品，并且平衡好限定性资
金收入和非限定性资金收入。 只
有筹款工作形成一个良好的节
奏， 公益组织才能从容运营，良
性发展。

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要因
为觉得不懂而耽误了行动。 很多
机构 99 公益众筹的成功之道是
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第二，公益组织对接资源纬
度的拔高。

公益组织如果自身具备与

企业及非公募基金会沟通、合作
的能力， 他们参与 99 公益日的
时候， 在调动企业配捐资源方
面、传播力度及沟通渠道资源方
面，相比其他公益组织还是占有
更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 企业方的积累和
市场及销售能力对与之合作的公
益组织也是大有助益的。 这一点
对常规筹资而言， 更是如此。 因
此， 在公益筹资市场化的大背景
下，如何更好地与企业进行合作，
就成为了公益组织的必修课。

第三，要有自信心。 大部分
人在潜意识里是把筹款当作向
人张口乞讨，而不是基于互利共
赢的平等协商， 于是一开口募
资， 就觉得好像是求别人帮帮
忙、行行好。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
下，筹资人和捐赠者之间是不可
能开展建设性的探讨和沟通的。
因为募捐对象一旦觉察到你心
理上的卑微，就会觉得你是有求
于他，从而轻视与你的沟通。

慈善募捐也好，企业合作也
好， 本质都是一场平等互惠、各
取所需的交易。

《公益时报》：企业关注的公
益项目类型一般有哪些？ 你认为
如何才能抓住企业的需求？

郑伟： 企业做公益项目，大
部分都是要服务其商业利益及
目标，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企
业法人的本质就是逐利的。 所以
公益组织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
千万不要天真，一定是要充分了
解对方的动机和需求，同时也要
把握各类的风险因素，才能有互
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企业在选择合适的公益项
目时，其实对公益组织的品牌有
很高的要求，一般大的企业都希
望与有影响力的公益领军品牌
合作。 壹基金从成立之初就有着
品牌经营的意识，这也是为什么
在企业合作上它会比其他很多
公益组织有优势的原因。 保时
捷，这种国际顶级品牌，他们能
够选的公益机构品牌范围其实
很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中国
会选择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
作，对于品牌对等及调性是其决
策考虑中的重要部分。

现在中国的很多公益组织
还没有形成品牌意识，有的项目
做的很不错，可是机构连个 LO－
GO 都没有， 这些没有品牌意识
的机构在寻求与企业一对一合
作时就会经历巨大的阻碍。

做捐赠人服务可以学到很
多新东西

《公益时报》：你还是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顾问，和该机构有
什么渊源？

郑伟： 由于我们 AFG机构一
些捐赠人对儿童公益感兴趣，所以
2015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帮助我们
的捐赠人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接洽一些大额捐赠的合作机会。在
捐赠合作交流过程中，儿基会了解
到我们 AFG公益慈善筹款联盟捐
赠人服务领域的专业性，所以后续
AFG 为儿基会持续提供顾问支
持， 开展了包括海外捐赠服务、以
及儿基会全面筹款能力提升的技
术合作及顾问支持。

《公益时报》：你的工作都和
儿童公益组织及项目筹款有关，
为何会选择这个领域？

郑伟：我本人一直对儿童和
青少年类的公益机构很感兴趣，
所以从职业的开始到现在，主要
都是集中于为儿童和青少年类
的国内外公益组织及基金会提
供专业捐赠人服务和管理支持。

做捐赠人服务和支持这块是
因为一直能够学习到很多新的东
西。 每次和一家新的企业捐赠人
沟通合作的时候， 都是一个探索
新的领域和学习新知识的机会。

通过这种跨界的沟通也让个
人的思维可以更开阔和有创造
力，一定程度上说，在公益组织里
做捐赠人服务工作， 可以帮助公
益行业的从业人员跳出自己的行
业局限， 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同
时， 和海内外不同的慈善家合作
沟通的时候， 也是个人成长和学
习的很好机会， 很多时候这些方
面涉及到了很深的价值观层面以
及对生活价值、美好意义的了解。

《公益时报》： 除了筹款培
训，新加坡的公益机构还可以为
国内的公益事业做些什么？

郑伟 ：新加坡与中国的“一
带一路”有着非常重要的资金连
接关系。 在去年慈展会的国际展
览部门，新加坡 AFG 公益慈善联
盟与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
心合作策划执行了“一带一路”
公益项目展。

当时我们发挥自身地缘优
势，协调组织了一带一路沿线的
10 个国家的领头优秀公益机构
来深圳慈展会交流。 我们机构也
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公益组
织和网络建立了合作关系。

我们希望发挥我们机构的地
缘优势， 也可以帮助中国的基金
会和公益组织走出去， 开展一带
一路沿线的公益项目合作。 这一
块，AFG 公益慈善筹款联盟发挥
自身的地理优势， 为中国的基金
会和公益组织走向一带一路提供
技术网络支持和海外捐赠渠道。

2016 国际公益慈善筹款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