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21 年，我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

公益慈善被提升到“增进民生
福祉 ， 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
平”的新高度。 作为公益慈善
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被赋予更
多社会责任。

如 何 才 能 回 应 时 代 要
求？ 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是
企业可以也有能力采取的两
种方式。

企业志愿服务是由企业
提供资助和项目支持，鼓励并
允许企业员工参与，向社会或
者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 尽管
物力和人力资源同样重要，资
金和服务同样不可或缺，但与
慈善捐赠相比，企业志愿服务
的发展还远远不够。

企业志愿服务应该怎样
做，其发展趋势如何？ 《公益时
报》 记者采访了近期出版的
《企业志愿服务理论与创新实
践》一书主编之一 、北京林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
忠平，他同时也是北京和众泽
益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

■ 本报记者 王勇

News
２０21．12.7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08 新闻

新时代来临
除捐钱之外企业还可以做什么？

发展中的企业志愿服务

2008 年，汶川地震、北京奥
运会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掀起了
志愿服务的热潮。 在这股热潮的
推动下，企业志愿服务逐渐被政
府、企业、公益机构等社会各界
重视起来。

2014 年， 中央文明委印发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
见》，提出“要支持和发展各类志
愿服务组织，推动企业、机关、学
校、医院等成立志愿服务队进社
区服务。 ”

2017 年，国务院发布《志愿
服务条例》，提出“国家鼓励和支
持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社会组织等成立志愿服务
队伍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鼓
励和支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
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 ”

2019 年，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印发《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
提出“倡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以项目资助、结对帮扶、技术
援助、市场对接等方式参与志愿
服务。 ”

“政府对志愿服务的推广力
度确实是非常大的，而且还在持
续推进，极大地提升了大家对志
愿服务的认知。 ”王忠平强调。

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和
推动下，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
外企，都开始在志愿服务方面发
力，十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志愿
服务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

“十年前，企业志愿服务是企
业社会责任重要呈现方式的说法

还是比较创新的， 现在大家基本
上已经把企业志愿服务纳入企业
社会责任的范畴， 认为企业需要
提供资源和保障力量去推动志愿
服务的发展。 ”王忠平表示。

据王忠平观察，企业志愿服
务已经变成企业文化、企业品牌
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企业的品牌
和责任竞争力的影响逐渐变大。
同时，企业现在也逐步认识到企
业志愿服务也需要打造品牌。

“我们一直在观察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中企业志愿服务的发
布情况，我们看到一直是在增长
的。 现在我估计 90%的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中披露的都有企业志
愿服务的数据，这基本上成了企
业的共识。 ”王忠平表示。

具有企业特点的志愿服务

企业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企
业的一种常态。 那么，他们具体
在做什么？ 由于是企业发起、鼓
励员工参与，所以企业志愿服务
与一般的志愿服务不同，具有自
身的特点。

“我把企业志愿服务分为三
个阶段。 ”王忠平表示，“第一是
体验阶段，让员工志愿者有机会
去体验； 第二是相对持续阶段，
员工有志愿服务热情，然后持续
去做；第三阶段是志愿服务被融
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成为重要
的载体。 ”

“现在企业志愿服务大多在
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可以
先感受，然后再慢慢改变。 ”王忠
平表示。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志愿服
务的价值逐渐得到企业和员工
的认可。

于企业而言， 通过提供经
济、技术、人力、文化等支持，推
动员工志愿服务， 参与脱贫攻

坚、医疗救援、环境污染等社会
问题的解决，为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提供了多元参与方式，提升企
业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提高了
企业的凝聚力。

于员工而言，参与志愿服务
不仅享受到助人的乐趣，也提高
了工作技能。《企业志愿服务理
论与创新实践》附录的《企业员
工志愿者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
究》显示，员工志愿服务对员工
工作绩效、企业内部社会资本都
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志愿服务的实施，在某
种程度上实现了企业、社区和员
工的多方共赢。

认识到企业志愿服务重要
性的企业纷纷加大对企业志愿
服务的投入。 那么哪些领域是
企业关注并值得进一步投入的
呢？ 王忠平认为有以下几个具体
方向：

第一，社区志愿服务。 在周
边社区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是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异地志愿服
务的成本很高，而企业志愿者参
与志愿服务的时间是受限的，能
随时随地开展的社区志愿服务
很重要。

第二， 非接触的志愿服务。
比如说远程志愿服务、数字化的
志愿服务。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
代，可以让志愿者摆脱时空的限
制，开展很多服务。 而企业和员
工在这方面是具有专业和资源
优势的。

第三，农村志愿服务。 与城
市的精细化服务相比，农村有大
量的需求，结合乡村振兴，农村
志愿服务的空间很大。

第四，国际志愿服务。《对外
援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外援助
项目类型就包括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志愿服务组
织和志愿者也要走出去，志愿服

务是企业践行“一带一路”理念
的重要方式，有助于企业走出国
门，展现正能量形象。

要建立制度化的保障

任何一项事情的推进都离
不开制度化的保障，企业志愿服
务的长期发展同样如此。

成立员工志愿者组织，让志
愿者自己管理自己，是解决企业
志愿服务管理人手不足、难以持
续的有效方法之一。 从成立过程
来看， 既有自下而上推动的，也
有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两者结合
的方式效率更高。

为了表示对志愿服务的重
视，不少企业的一把手会成为一
号志愿者。 企业高管会作为员
工志愿者的一分子，担任志愿服
务组织理事，同时会有相关部门
来具体运营，形成战略组织架构
体系。

“企业志愿服务涉及的面比
较广，涉及大量人力物力，因此
我们建议一定要成立这样的协
会。 通过协会的方式，整合内部
的体制机制，推动志愿服务的规
模化发展。 从很多企业的实践经
验来看， 这种方式是比较成功
的。 ”王忠平表示。

组织架构体系建立以后 ，
还要形成一定的管理流程、管
理标准，提供政策性的支持。 例
如预算支持、企业志愿服务带薪
假、员工服务企业配捐、培训等
制度。

《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
告（2019）》显示，对企业在志愿服
务方面给予的支持，员工最期待
的是志愿服务带薪假，其次是为
志愿者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第三
是为员工志愿者建立激励体系。

“有了政策保障、 体制保
障、经费保障，再通过一定的活

动落实下去， 就可以制度化地
推动企业志愿服务工作了。 ”王
忠平强调。

志愿服务
基础设施需进一步加强

如何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
志愿服务的发展？ 王忠平强调，
仅有企业的参与是不够的，要
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基础设施
的建设，以实现供需对接和效率
提升。

志愿者群体需要通过线上
平台去发布需求、 对接项目、记
录服务，而且要实现全国的互联
互通，目前还做不到。

具体到企业志愿服务，其数
字化水平还是比较欠缺的。“志
愿服务在企业已经普及了，但相
对来讲大多数还处在第一、第二
阶段， 还不涉及管理的问题，或
者还没有意识到管理的重要，因
此信息化建设整体来讲是比较
弱的。 ”

与此同时，现有的公共性的
志愿服务平台还不能有效解决
企业志愿服务定制化、个性化需
求的问题。

除了线上，线下基础设施的
建设也不可或缺，应通过线下布
局实现对线上的有效补充。 例
如，企业到社区、到农村开展志
愿服务， 需要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 社工站这样的站点去对接。
只有这样志愿者才能源源不断
地通过站点来开展志愿服务。 没
有社区的依托、没有社工等专职
人员的依托，没有载体，很多活
动是开展不了的。

此外，志愿服务组织的数量
和质量都还不够， 枢纽组织、技
术支持组织、资金、评估等都还
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

为了科学评估企业志愿服
务的发展情况，和众泽益制定了
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评价指
数。 该评价指数包括基础指数和
发展指数，其中基础指数是衡量
一个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水平的
最基本指标， 包括活动层面、效
果层面、公司政策层面；发展指
数是指导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方
向的指标， 包括战略规划层面、
活动层面、协会建设层面、培训
层面、项目评估层面。

通过对评价指数的运用，以
及不同年份的对比， 企业志愿服
务的发展情况被清晰呈现出来，
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志愿服务的发
展。“未来如果能把指数变成行业
标准， 一定可以大力推动企业志
愿服务的发展。 ”王忠平表示。

“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没
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光靠企业的
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成本
太大。 ”王忠平强调，“志愿服务
行业要联合起来， 一起来做，共
同推动志愿服务的整体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