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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2000：Offers� Hope� to� Long-Term� Unemployed�

Track2000：环保杠杆撬动“多赢循环”
� � � � 面对一些大公司孜孜以求

“基督圣杯” 的过程———不惜花
费几百万广告费用来解决全球
化 和 本 地 化 的 冲 突 ，“Track
2000” 的发展道路显得截然不
同。 创始人特里·帕里 (Terry
Parry) 和 托 尼·克 罗 克 (Tony
Crocker)认为，相比传统企业的
决策路径，当地社区的居民更知
道“哪条路好走”。 在他们眼里，
创办这一社区环保企业最大的
意义在于：当你在做一件伟大的
事情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做了两
三件，甚至是六七件事情。

失业者的创业传奇

Track2000 社区资源服务项
目的总部位于威尔士首府加的夫
（Cardiff）市区边缘，目前是威尔士
最为成功的社区型社会企业，年
收入达 50万英镑。 面积 2.5万平
方米的办公室兼工厂是英国同类
企业中最大的建筑之一； 此外在
东南威尔士地区开设了五间商
店， 向社区居民低价出售回收再
利用的家具、家电和电脑设备。

将 track 一 词 按 字 母 拆
解———t-training 培训、r-resource
资源、a-and 与、c-community 社
区、k-knowledge 知识，便能清晰
地解构出这家社会企业的经营基
点和业务范围：立足社区，提供环
保、培训、教育项目和社区服务。

“我们不是纯粹的环保企
业，而是希望通过我们搭建的平

台，能为更多的社区居民找到合
适的就业机会， 从这个目标看，
我们是综合型的社会企业。 ”现
任发展董事的托尼对 Track2000
的业务定位精准而成熟。 然而回
到 15 年前， 两位失业人员特里
和托尼的创业动机却极其朴素：
减少社区垃圾。

早在 1980 年代末，特里和托
尼就曾通过加的夫市政部门得到
一辆旧货车， 用于回收家庭废旧
物品。这辆时速仅能达到 20公里
的车被戏称为“绿色女神”。 1990
年正式创业时， 他们得到了第二
台运输工具———一辆福特卡车。

Track2000 由此上路 ，1991
年正式注册成为慈善法人。“当
时我们想，这个项目能撑到 2000
年就不错了，因此在名字里用了

‘2000’这个数字。 ”托尼笑言。 如
今“2000”已被解释为“面向 21 世
纪”的含义。

朴素有效的“多赢循环”

“我们最初只是希望找到一
种再循环、重复使用或修理的方
式，减少社区垃圾。 而后，又联想
到应该教育人们理解再循环的
益处，鼓励他们为这个项目捐出
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到了第三个
阶段，我们才意识到可以通过给
当地居民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找
到新工作和参与志愿者工作的
机会。 ”托尼说。 Track2000 以朴
素的环保诉求为杠杆，撬动了多种

社会资源， 在整
个东南威尔士的
不发达社区建立
了有效的“多赢
循环”。

Track2000
的“资源屋”中，
培训教室、呼叫
中心、仓库和卖
场等一应俱全，
作为工厂主体
的废旧物品处
理车间包括旧家电修理、IT 设备
处理、旧家具修理、木材与塑料焚
烧等多个类别。

“我们免费上门回收那些准
备处理掉的家用或商用物品，不
只针对一个或几个社区，而是收
集来自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
可利用物资。 收货人员都接受过
验货标准的相关培训。 我们还有
专门接待上门顾客的人员。 捐献
人只要花 5 便士就可以打通热
线电话，这样做都是鼓励大家捐
献。 ”托尼说。 在资源屋，经回收
后可供出售的每一件东西上都
会有一张纸条， 写明捐赠者姓
名，还有一张详细的清单，列出
每个顾客的信息，比如是否有残
障、国家医疗号码是多少、是否
有呼吸系统疾病等，工作人员会
根据顾客情况做出具体处理。

在 回 收 旧 物 的 基 础 上 ，
Track2000 利用培训的机会展开
了再利用、 再循环的整修工作。

“我们培训人们拆开电脑、烤炉、

电冰箱，维修这些东西使它们可
以重新使用。 ”托尼说。 记者看
到， 甚至一台 1948 年出厂的电
烤箱经过维修后也能运转自如。
对于不能整体再利用的废旧物
品，则实行分解，计算机零部件
或集成电路设备的回收利用多
达 450 个细分项目。

“环保”在 Track2000 被贯彻
到每一个细节：处处可见“Recy－
cle”的标志；任何用过的纸张都是
可回收的； 无用的包装木箱的木
板， 拔除铁钉后送进巨大的焚烧
炉，给车间和办公室供暖；此外还
利用太阳能发电供给培训中心的
IT设备。

Track2000 的培训和教育课
程，从跟环保业务直接相关的电
器修理、叉车驾驶、仓储管理，拓
展到间接相关的呼叫中心运作、
IT 使用技能、零售技巧，再拓展
到软件设计、健康和安全、行政
管理、客房服务等诸多领域。 培
训课程针对 14~65 岁各个年龄

层的社区居民，对残疾人、年轻
人和失业人群采取优先政策。

目前 Track2000 共有 75 名
培训生和志愿者，其中 65%的人
是加的夫和周围地区的失业者。
已经毕业的学员中，超过 420 人
找到了新工作， 其中 85%的人还
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专业资格认
证。 在资源屋一间教室的墙壁上
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纸条，上面写
着学员的名字及其找到的职业，
既有司机、保安、邮递员，也有宜
家销售助理、电脑工程师和网吧
经理。“这些信息是对现有学员
的莫大鼓励。 ”特里说。

相比成立之初的磕磕绊绊，
现在 Track2000 已经打破了所有
的边界。“我们将保持目前的运
作和服务模式，并且进一步扩大
项目，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 未
来的业务范围将不会仅局限于
东南威尔士地区。 ”新成立的贸
易公司———Track2000 环境服务
公司已经将其对环境的关注和
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延伸到了全
球范围。

特里对未来充满信心：“我
们帮助其他人的决心和信仰使
我们为社区建立了一个可持续
的服务。就像 Track 2000 成立时
我们的理想一样：帮助找到使社
会觉醒的道路，关爱我们的生活
环境。 我们正在探索每一个为社
区提供服务的可能路径。 这儿正
在发生变革。 ”

（据《21 世纪商业评论》）

� � 创始人特里·帕里、托尼·克罗克与全体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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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749,853.86

本年度总支出 7,854,998.7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457,871.4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00,306.33

行政办公支出 43,871.6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57.0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47%

� � 本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2,541,100.00 315,563.50 2,856,663.50

2,541,100.00 315,563.50 2,856,663.5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8,027,626.29 13,252,774.67 流动负债 109,722.51 8,303.35

其中：货币资金 17,718,119.19 12,862,716.93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549,833.18 580,784.67 负债合计 109,722.51 8,303.35

净资产合计 18,467,736.96 13,825,255.99

资产总计 18,577,459.47 13,833,559.3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8,577,459.47 13,833,559.3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6,751,406.59 2,097,450.0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716,330.37 11,727,805.9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96,954.32 2,315,563.50 3,212,517.82

其中：捐赠收入 541,100.00 2,315,563.50 2,856,663.5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7,854,998.79 0.00 7,854,998.79

（一）业务活动成本 7,457,871.46 0.00 7,457,871.46

（二）管理费用 328,404.65 0.00 328,404.65

（三）筹资费用 378.26 0.00 378.26

（四）其他费用 68,344.42 0.00 68,344.42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6,969,520.06 -6,969,520.06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1,475.59 -4,653,956.56 -4,642,480.97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市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谢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