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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徐永光：规模化是公益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到 2018 年 11 月， 由南都公

益基金会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招商局
慈善基金会、新华公益、腾讯公
益、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爱德
基金会、 北京京东公益基金会、
恩派、阿拉善 SEE 基金会、北京
乐 平 公 益 基 金 会 、Thought－
Works、新浪微公益、深圳同佳岸
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网、陈
香梅公益基金会等 17 家公益组
织、企业和媒体联合共建的中国
好公益平台已经运行两年。

两年前，规模化之于公益圈
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什么
是规模化，规模化到底有没有必
要、如何才能实现规模化……关
于“规模化”和“小而美”的讨论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两年后，质疑的声音逐渐减
弱，取而代之的是对规模化的深
度思考：比如，如何才能更加有
效地推动公益产品规模化？ 如何
才能让更多机构和个人从规模
化中受益？ 不久前，好公益平台
公布了第四批共 6 个优质公益
产品，截至目前平台共签约优质
公益产品 53 个，涵盖教育、安全
健康、环保、助老、特需人群关
爱、性别平等、社区发展等多个
领域。 规模化对行业及社会产生
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

作为中国好公益平台召集
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
光认为，规模化是公益行业发展
的自然规律和必然趋势。

徐永光日前在接受《公益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整个
公益行业发展水平还很低，好公
益平台更像是公益行业的聚宝
盆和加速器，把最好的资源聚集
在一起，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提
高公益行业发展效率。 ”

变“不可能”为“可能”

《公益时报》：您觉得自成立
到现在的两年时间里，平台在推
动规模化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效？

徐永光 ： 经过两年多的梳
理，好公益平台的发展思路已经
比较清楚了。 可以看出，平台上
汇聚了不同类型的项目：有的是
开源项目，公益组织和公众可以
广泛参与；有的项目就像开连锁
店，可以大规模复制；还有一些

项目可以转化成商业模式……
不同的项目复制速度也不一样。
我觉得， 只要能够满足社会需
求、解决社会问题，且操作起来
不复杂的项目，复制和规模化扩
张都会很快。

目前，很多地方的公益组织
事实上是政府的延伸，没有原生
的公益项目，原创性不足；独立
开展的项目普遍比较传统，缺乏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导向。
因此，对许多地方来说，优质公
益项目的引进就显得十分必要。
这样能够有效缩短他们的成长
路径，比自己去开发、设计一个
新的项目要节省很多时间和精
力，变“不可能”为“可能”。

《公益时报》：如何理解公益
产品和规模化？ 您对好公益平台
的定位是什么？

徐永光：公益产品其实是借
用了商业的概念，一个好的公益
项目就是一个好的公益产品。 产
品的概念有标准化、可复制的内
涵。 规模化就是让好项目好产品
得到复制， 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而受益人增加是规模化发展最
直接的成果和体现。

更重要的是，好公益平台本
身就在倡导新的公益理念，比如
公益产品要不要规模化发展、如
何实现规模化发展。 平台努力通
过资源对接、能力提升以及信用
背书等功能，帮助优秀公益产品
解决单独突破的困境。

《公益时报 》：规模化是解决
公益行业发展不均衡的有力手段。

徐永光 ：目前，一些地方政
府、筹款平台以及企业对好公益
平台是十分认可的。 因为只有好
的公益产品多了，公信力才能提
升，行业发展才能活跃起来。 而
对于联合共建方来说，他们在提
供资源的同时也能让自身得到
提升， 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价值。
可以说，好公益平台的出现和发
展满足了各方需求。

当然，有的项目复制起来比
较容易，有些项目对专业化要求
比较高，可能落地执行起来会比
较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
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相应调整。

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

《公益时报》： 经过两年实

践，公益规模化的社会及行业环
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外界对规模
化的认知是不是有所改变？

徐永光： 外界对于规模化概
念的认知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最
开始大家对要不要规模化讨论很
多，其中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有
人觉得“小而美”也很好，为什么
要规模化？经过两年时间，大家对
规模化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

当然，我也曾考虑过“规模
化”和“小而美”的问题，“小而
美”是不是不对？ 现在我觉得这
样的疑虑其实是不必要的。 有人
选择“小而美”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对于那些有规模化需求、有更
大社会担当的机构，我们支持他
们走规模化道路，他们会欣然接
受并愿意为之努力。

《公益时报》：不久前，好公益
平台表示要给平台上规模化成效
显著的公益产品授权“益次方”商
标的使用权。 此举目的是什么？

徐永光： 重拾社会信心、重
建社会对公益行业的信任是“益
次方”要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其
实国际上早就有一些成熟的经
验，通过标准认定，为公益机构进
行信用背书， 这个经验对中国有
特殊价值。 我们希望经过一定时
间的打磨，制定出“益次方”公益
产品的卓越标准并深入人心，让
全社会都认可这个公益行业的品
牌商标，做成驰名商标，形成一种
导向。 比如，捐款要捐给谁？ 大家
认“益次方”商标就放心了。

有人质疑，这会不会造成垄
断？好公益平台、“益次方”或是其
他公益产品的问世都是公益市场
化的产物。 只要建立起优胜劣汰
的良性竞争机制， 真正优秀的公
益产品就会脱颖而出， 也就不必
担心“垄断”问题。当然，现在平台
对“益次方” 的设想还不是很成
熟， 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并提出意
见，完善标准。好公益产品的公信
力是多方参与共建的过程。

遵循行业发展规律

《公益时报》：您觉得像希望

工程这样老牌的明星公益项目，
其发展路径对于好公益平台及
公益规模化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徐永光：希望工程是一个机
构的品牌，在每个环节的把控上
都比较严格， 包括项目管理、监
控、品牌保护等，希望工程很早
就注册了商标，这也是国内第一
个公益服务的商标。

“益次方”属于好公益平台这
样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 平台上
项目差异性很大， 品牌建设肯定
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过，好公益
平台和希望工程在项目逻辑上是
基本一致的，比如对于品牌管理、
扩张等都要求高效、公开透明，还
要有公信力，满足多方需求。

另外，二者的发展模式和方
向也是基本一致的，即大规模发
展———希望工程是大规模关注
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好公益平
台是大规模关注众多社会问题
和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 目前，
公益行业发展水平还是非常低
的，我觉得好公益平台更像一个
聚宝盆，把最好的资源聚集在一
起，通过借助各方力量，提高行
业发展效率。

《公益时报》：从行业发展来
看，您觉得公益规模化是个主动
的过程还是被动的过程？ 推动公
益规模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
什么？

徐永光：推动公益产品规模
化是南都基金会十余年落实机
构“支持民间公益”使命的必然
结果，也顺应了行业发展的自然
规律，我们遵循了这个规律。 为
什么这么说呢？ 南都最开始主要
是投资支持公益项目的发展，比
如新公民计划；后来，我们逐渐
转向支持公益人的发展，比如支
持银杏伙伴；再后来，我们开始
投资公益机构，比如景行计划。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我
们发现机构再想扩张规模变得十
分困难。 虽然这些机构本身发展
得都很好，但因为资源、能力及人
员等各方面都跟不上， 导致欲实
现项目复制时遇到了巨大困难。

《公益时报 》：也就是说 ，经
过前三个阶段的摸索，南都意识
到要适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徐永光：我们在此基础上做
了很长时间的战略规划，寻找突
破方向。 基金会除了要支持行业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行业生态建
设，还要向前跨一步：通过行业
的力量，通过联合共建，打造一
个开放的平台，支持好公益产品
的规模化发展，把好的公益产品
推出去。 我觉得规模化是公益行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行业的
使命。 否则，公益行业永远不能
发展壮大。

（本版图片由受访机构提供）

2018年 9月，中国好公益平台特别展区亮相第六届中国慈展会，特别展区汇集了平台上 13个优质公益产品

2018 年 5 月，中国好公益平台为品牌创建机构举办筹款训练营
活动，助力提升筹款能力

2018 年 1 月，中国好公益平台在成都举行路演，助力优质公益
产品与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对接，促成项目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