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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参与公益正在成为潮流
1 月 5 日早晨 8 点， 一场别

开生面的“新年欢乐跑”在深圳
坪山区举行。 这场由 30 支队伍、
约 200 人参加的 2020 年开年公
益跑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关注和
参与。 说起这次公益跑，作为此
次活动的赞助方负责人、深圳市
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明达难掩兴奋和开心。

刘明达被业界人士称为
“睿智务实的投资家”， 他 2005
年创立的明达资产， 是目前国
内市场仍在运作的成立最早的
阳光私募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现在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超过
100 亿元。 与此同时，刘明达也
是一位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慈
善家， 是有着十多年公益慈善
积累的老公益人。

早在 2008 年，刘明达就开始
助力广东河源贫困地区的教育事
业。 2009年， 刘明达加入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且长期担任该机构
理事会员， 积极投身于环保公益
事业。他说：“一个成功、健康的企
业， 应该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一个有公益心的企业。企业家
在做好企业的同时， 若有时间和
精力投入公益慈善回馈社会，将
会带给自身更多的喜乐和满足，
让人生更充实更有价值。 ”

刘明达对公益和慈善的内涵
认知与深入实践并非个例， 这也
是当下越来越多的私募机构人士
开始秉持的价值理念和人生追
求。 这样一个群体也逐渐改变着
社会公众对私募行业刻板乃至扭
曲的印象。或者可以说，这是私募
在市场上赢得投资者信任之后，
必须打赢的另一场信任之战。

在公众眼中，私募行业与普
通人的现实生活距离似乎颇为
遥远。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简称“PE”）主要是通过非公开募
集方式募集， 投资者收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资金组合方式。

私募基金行业在中国发展
至今不到 20 年时间， 其一路走
来，似乎形成了一些并不那么美
好的社会认知。“热衷炒作、内幕
交易、赤裸裸的资金赌徒”等字
眼是形容该行业的常用词，“暴
利，神秘”也一度成为其外在标
签。 而徐翔案等最近几年曝出的
私募违法违规案件，似乎也印证
着公众的认知。

基于此，不少人对金融私募
行业人士做公益慈善不乏挑剔
和审视———发心是否纯正？ 操作
是否有效？ 理念是否经得起时间
考验？ 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公
众未必了解，多年来，不少私募
机构一直在主动拥抱公益慈善，
通过社会公益项目投资、公益资
金支持等多种方式实现了与公
益的对话和融合。

一路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
私募行业发展的深圳东方港湾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但
斌 ， 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
明———成功的私募机构不仅可以
将投资理财做的专业到位， 在践
行公益的道路上同样不甘人后，

且取得的成绩也令人刮目相看。
但斌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他第一次接触公益活动大约是
2006 年，那时他的一个客户正在
云南澜沧的贫困地区做宏天教
育基金，这是一个以支持乡村教
师为主的公益项目，但斌受邀随
这位客户一起去当地探访。 几天
的实地走访下来，那里的贫困落
后让但斌感到吃惊和震撼，那里
的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纯真眼神
让他感动和难忘。

正是这次云南之行开启了
但斌的公益慈善之路，至今他还
是宏天教育基金的长期捐助人。
他当年出版的财经专著《时间的
玫瑰》首次版税也在第一时间全
部捐给了这个公益项目。

此后的但斌拿出了更多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公益慈善领域，
目前他担任四川海惠助贫服务
中心理事长一职已大约两年时
间。 该中心是国际知名扶贫公益
项目“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项
目的实施机构，其发展目标是通
过坚持不懈地实施以小母牛组
织价值观为基础的综合发展项
目，减轻农村饥饿、贫困和环境
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听闻《公益时报》记者半开
玩笑地说“搞基金、做投资的人，
做公益一定不缺钱吧？ ”但斌有
些无奈又感慨：“哪有那么容易！
做公益比做投资要难得多！ 现在
我们海惠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
筹款， 首先要保证基本生存，才
谈得上可持续发展啊！ ”

但斌坦言，随着近年来对公
益慈善的体会不断深入，他发现
做公益光有爱心是远远不够的，
更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政府
层面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专业
的助力。 他表示，当一个人将身
心专注于公益慈善事业，可能不
仅要放弃大多数人追求和看重
的财富、物质，还会面临许多意
想不到的压力和挫折。 即便痛苦
和挫折接踵而至，只要自己对公
益之路足够坚定，坚守就是唯一
的选择。

除了明达资产和东方港湾，

如今秉持社会责任理念，热心公
益慈善的私募机构还可以列出
很多———

国内知名私募股权机构青
云创投自 2001 年创立以来，秉
承“利成于益”的投资理念和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
重底线的投资实践，投资主题包
括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城市化、
环境危机、 食品安全等领域，并
将碳足迹、资源利用、减少污染、
产品安全等纳入投资考量因素，
且近年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关注
和投入比例逐年加大。

2018 年，上海砥俊资产管理
中心与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一起启动“阳光私募助力新阳光
慈善联合倡议”项目，善款将优
先用于阳光骨髓库、 医务社工、
政策倡导这类较难募集公众小
额筹款，对于帮助白血病患者作
用巨大的项目领域，善款也会用
于维持新阳光机构的日常行政
管理、运营。

作为知名投资机构，红杉资
本对公益慈善的偏好与看重显
而易见。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
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
行合伙人沈南鹏此前曾对媒体
表示：“从十多年前开始，红杉开
始做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倾斜于
那些我们认可并能带来积极社
会意义的公益组织投资者，而不
是单纯的营利机构投资者。 因为
这样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使
命感， 我们团队能通过辛勤努
力，获得优异投资回报，帮助公
益组织做更多它们希望做的项
目。 这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件
事情。 ”据悉，沈南鹏本人也是一
位慷慨的慈善家，多年来他先后
捐赠不菲资金，助力扶贫、教育、
环保、文化艺术等领域。

业界人士称， 中国私募行业
在近 2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从不
合法、 灰色地带直到健康阳光若
干次洗礼与蜕变， 今天的他们愈
加看重社会责任的担当， 公益与
慈善成为领先私募的常态； 与此
同时， 价值投资理念的坚守，专
业、系统的投资方法，也让行业人

士不再为消息所困、盯盘所累，越
来越从容、淡定。这种良性的行业
生态，未来必定值得期待。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发布的中国私募投资基金行
业践行社会责任报告（2019）显
示，截至 2018 年末，协会已登记
私募基金管理人 2.44 万家，备案
私募基金 7.46 万只，管理基金规
模 12.71 万亿元。报告称，2018 年
私募基金行业践行社会责任总
体情况较好，在服务实体经济和
国家战略，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设、精准扶贫、慈善公益等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私募
行业未来在社会责任和公益慈
善方面可能扮演的角色寄望更
多， 而行业人士也有乐观的期
许。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明达表示， 随着新
《证券法》的公布实施，相关政策
环境的进一步放宽，中国私募机
构的发展会逐步实现从量变到
质变的飞跃，更多开放、阳光和
正向的社会价值投资元素会不
断涌入，这也会为公益慈善领域
与私募行业的深度沟通和良好
合作不断开拓新的路径，拓宽更
为健康积极的发展格局。

而类似于刘明达、但斌这样
较早参与公益慈善的投资家们，
他们的公益实践所产生的示范
效应也可以给行业注入正能量。

针对但斌头疼的公益项目
募资难问题，《公益时报》记者笑
道：“私募行业那么多‘大佬’，您
何不多发动这些圈内的金主们，
让他们也了解一下您的公益项
目，要么拉进来一起做，要么也
献献爱心，捐点钱吧！ ”

“是啊，刚好我们 1 月 8 日
有个年会，我打算让海惠助贫服
务中心的主任陈太勇过来，给这
些有钱的大佬们讲一讲。 有兴趣
的话，让他们也参与一下，企业
家们的加入，确实能够在资金的
问题上助力不小。 ”但斌也笑了。

就此，原中国银监会非银行
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高传捷也
予以认同。 他认为，如果可以将

私募机构的优势运用于公益慈
善的劣势，公益的效率可能就会
事半功倍。 目前公益慈善事业专
业人才非常欠缺，而那些成功的
私募机构人才济济，这个群体理
念先进，受教育程度高，富有研
究和创新能力，具备管理复杂风
险的能力，再加上他们可以动员
的社会财富资源，如果很好地融
合公益慈善，这个群体产生的能
量将不可估量，会对中国公益慈
善事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但斌也对财富运用的正向
力量予以了肯定。 他认为，当财
富被用在最为合适的地方时，不
仅可以改变社会，也是改变人们
心灵的一种工具。“当年梁漱溟
先生推行的乡村改良建设，不仅
让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那
些诸如偷盗、不和以及混乱无序
等现象都逐渐消失，而且令人们
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发生了质
的改变，这就是财富善用结下的
善果。 ”但斌说，自己每年都会将
公司盈利的 5%拿出来做公益慈
善，至今已坚持多年，未来这一
理念也将持续下去。

面对私募机构在公益慈善
事业推进过程中不断释放的热
情和活力，有原中国银监会非银
行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高传捷
提示，私募机构参与公益慈善固
然值得点赞， 但从实践经验来
看，在此过程中他们面临的第一
风险同样是声誉风险。 他建议，
私募机构从参与公益项目伊始，
就要有声誉风险的管理理念和
管理工具，要有能力解决好社会
公共利益和机构、私人利益的混
同和冲突， 以及公益目标设定、
公益责任把握、公益效率提升等
诸多问题。

已经有着多年公益实践的
刘明达对此亦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公益的
基础力量是来自社会公众的支
持，而要想取得公众的认可和信
任， 必须要有很强的社会公信
力。 公益项目的每一步执行流程
都需要足够的严谨和审慎，需要
极强的专业性和缜密的实施方
案。“它不像做企业，做错了还有
机会重新来过，公益一旦丧失了
公信力，会对整个行业造成很强
的破坏力和负面影响。 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过去不少的公益舆
情和案例中得到了足够印证。 ”
刘明达说。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私募机
构群体已经解决了基本生存问
题， 拥有较好的财富增值和管理
基础， 他们在使用和调度公益资
金的过程中， 可以最大化地使用
并令其产生应有的社会价值。 尽
管目前可查的数据样本尚十分有
限， 但我对金融私募机构未来在
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力和表现
充满信心，这两者的拥抱与融合，
一定是大势所趋。‘一滴水可以见
太阳’———阳光、正向和美好的价
值观始终是心有大爱的人们追求
的共同目标。 ”高传捷说。

1 月 5 日，来自坪山区各界的 200 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聚龙山生态公园，以跑步的方式迎接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