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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创投基金解“公益”资金之困
� � 筹集创投基金，为优秀的公
益项目解决资金难题———团陕
西省委将“创投基金”运作方式
引入公益项目扶持，日前，省级
青少年公益项目创投基金得以
在陕西设立。

“公益创投的概念源自欧
美。 ”团陕西省委书记李豫琦解
释认为，公益创投是把经济领域
中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理
念引入社会公益领域，通过建立
竞赛机制和竞标方式， 为初创
的、 小微型公益项目提供资金，
以及包括综合能力建设在内的
资助。

捉襟见肘的资金来源

“为钱所困”一直是大多数
公益性社会组织面临的普遍难
题。

“之前，我们的助学活动每
个月都会有好几次， 但到了今
年，半年过去了也只做了 3 次。 ”
多年从事公益活动、被称为“公
益达人”的陕西三秦义工服务中
心负责人宋小乐告诉记者。

成立 3 年的陕西三秦义工
服务中心，是一家纯公益性社会
组织，主要致力于残疾人和农村
贫困学生的资助行动，在陕西的
公益服务领域已小有名气。 每次
助学活动，在给孩子们带去知识
和快乐的同时，他们还会带上书
包、书、体育用品，以及电脑等急
需的学习和生活物资。

但就是这么一家已初具规
模、渐趋成熟的公益组织，资金
仍是挥不去的困扰。“总想着怎
样筹钱，没有一天不担心资金的
来源。 ”

团陕西省委组织的一项调
查显示：目前，陕西省在民政部
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有 2
万多家，其中相当数量是公益性
青年组织。 但这些组织在青年领
域发挥出巨大作用的同时，资金
来源却捉襟见肘。

“不仅来钱的渠道少，而且
还不稳定。 ”它们中，73%需要内
部自筹资金， 基本上依靠成员
AA 制 （32.1%）、 负责人自筹
（23.2%）以及会费（17.7%）。 有 2/3
的青年社会组织没有固定活动
场地，即便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赞
助或捐赠（18.7%） 和政府资助
（13%）， 活动资金依然匮乏———
“很多时候需要成员自己掏腰
包，一次两次可以，时间久了，也
成为活动减少、质量降低、成员
流失、组织涣散的重要原因”。

为扶持这些社会性公益组
织，2013 年开始， 团陕西省委即
在全省展开“枢纽构建计划”，推
动省、 市两级团委成立青年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县级团
委建立“青春驿站”，为它们提
供办公场地、活动指导、信息共
享等一系列孵化支持。 截至目
前，全省已建立青年社会组织培
育发展中心 11 个，青春驿站 180
多个，联系、凝聚青年社会组织
564 家。

建立专门的创投基金

资金短缺的瓶颈如何破解？
今年初，共青团陕西省委又

开始创造性地尝试建立一套新
的模式———由陕西团省委、省青
联、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参与主
导，引入公益创投概念，吸引社
会资金建立专门基金； 同时，举
办大赛筛选出优秀的公益项目。
并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以
公益创投基金对优秀活动项目
进行支持。

“这是一种全新的公益参与
模式。 ”经济领域中的“风险投
资”，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而公益
创投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其最
终目的，是将越来越细化、专业
的公益服务需求，与愿意无私提
供支持的爱心力量更好对接，推
动青少年公益项目服务的项目
化运作、社会化动员和制度化发
展，培育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组织，有效满足社会需求，解决
社会问题。

作为“公益创投”行动的第
一步，陕西省青少年公益项目大
赛首先启动。自 3 月启动，短短 1
个多月共收到 260 个单位和社
团的申报项目 287 个。

大赛邀请 55 位青少年专
家、青年工作专业人员、社会组
织优秀骨干组成评委库， 本届
评委团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产
生。 所有参赛项目，必须有明确
的公益目标，有创新性，或是以
前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公益方
向， 或是用以前没有被实践过
的方式来进行。“另外，可行性、
社会效益， 可推广性也是重要
考量因素。 ” 有评委会成员表
示。

这些项目，集中在青少年亟
需的成长成才、身心健康、就业
创业、社会融入、文化体育等领
域。 经评审，“爱的小桔灯—儿童
关爱行动”、“爱佑童心·贫困家
庭先天性以及病患儿关爱项
目”、“五点半学习室” 等 200 个
项目分获金、银、铜奖。

首笔青少年公益项目创投
基金建立，首批 6 个爱心企业捐
赠人民币 120 万元。另外还有 10
余家企业和单位举牌捐赠支持
575 万元。

从“第一滴血”到造血功能

“这笔基金，相当于滴入公
益性社会组织、公益项目的‘第
一滴血’。 ”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徐
永胜表示，公益创投不仅是给钱
的慈善行为，更是培训、帮助、引
导社会组织和公益项目提高项
目专业化程度、提升综合实力的
公益教育项目，希望这“第一滴
血”能够诱发公益性社会组织的
“造血”功能。

这些获奖项目，在得到创投
基金支持的同时，还将在陕西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官方微博、微
信、 网站等平台进行线上推广，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优秀项目
给予资金等多方面支持。

同时，依托市、县青春驿站，
从企业高管、专家学者、社工等
群体选拔出多名优秀人士，组成
包括项目策划师、 资源整合师、
组织架构师的“三师队伍”，为志
愿服务组织提供“一对一”辅导，
从参展培训、项目优化、项目推
广、资源整合、骨干培养、组织管
理、质量把控、项目实施等方面
全程跟进，帮助社会组织提升能
力水平。

“每个一等奖项目 5000 元的
资金支持虽然不多，但这一举动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 ”宋小
乐评价。 公益创投，不仅为社会
组织和公益项目提供了展示能
力的舞台， 也为整合社会力量，
发挥慈善资金效率最大化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通过对多领域、多类别的项
目进行集中评审， 评委们也发
现： 散布基层的青少年公益项
目，正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从全
面发动向精细发展转变，从传统

服务向创新服务转变。 入围的项
目，大多既具有引领性、专业性、
时代性，又具有培育价值、社会
价值和经济价值。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项目
和资金的具体对接工作。 ”陕西
省希望办主任、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秘书长乌钢表示， 下一步，

还将推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向
青年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
同时争取民政、福彩等单位的资
金政策支持，并面向青联部分企
业、金融单位等行业系统召开项
目推介会，推动公益项目得到更
多的关注和支持。

（据《中国青年报》）

� � 2015 年 5 月，首届陕西省青少年公益项目大赛落下帷幕，目前
获奖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

� � 6 月 26 日， 湖南省社会组
织党组织在长沙举行“七一”表
彰大会，会议强调，所有社会组
织不得私设“小金库”、不得违
规收费、不得违法经营、不得非
法牟利，发现一起，将从严查处
一起。

会议介绍， 目前湖南全省
已有 13 个市州和 65 个县市区
建立社会组织党工委，3736 个
社会组织组建了党组织， 共有
党员 67896 名， 党组织组建率
达到了 96%， 基本达到了应建
必建的要求。

据介绍， 湖南社会组织在
公益慈善方面， 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 仅去年就捐赠各类款物
近 2 亿元， 援助困难群众 100
多万人次，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反响。

（据红网）

广西：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 � 近日， 广西自治区民政厅
制定出台了《广西四类社会组
织直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据
广西自治区民政厅厅长韩元利
介绍，《暂行办法》 突破制度障
碍，从优化培育发展环境、重点
发展基层社会组织的角度出
发， 通过 9 项措施降低准入门
槛、简化登记程序。

《暂行办法》降低了注册资

金标准。 成立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降低注册资金标准，其中
城乡社区服务类的注册资金可
以不做要求。不仅解决了基层社
会组织登记时面临的资金难题，
也给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细则开
辟了空间。

同时，《暂行办法》 还鼓励
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注册服务

商标。 采用直营连锁、加盟连锁
等特许连锁经营模式， 开展集
团化服务， 其各个服务点可以
使用同一字号、 商标及服务集
团标志，形成品牌连锁服务。 这
解决了民办非企业单位多个服
务点都必须在不同地区注册登
记、服务管理效能不高、品牌发
展能力不强的问题。

（据《广西日报》）

上海：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禁毒工作
� � 日前， 上海静安区在曹家
渡悦达广场举行第 28 个国际
禁毒日“为你打开一扇窗”主题
宣传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静安
已经形成了禁毒工作的特色亮
点， 注重引导社会参与禁毒宣
传教育工作。

静安区通过与市禁毒志愿
者协会共同启动“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星同伴禁毒
巡讲”，引入白领驿家、幸福驿
站等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志爱
启航，乐人乐己静安商务楼宇
禁毒宣传活动”和“与家庭共

舞———静安药物成瘾家庭助
力计划 ” 公益创投项目等活
动，面向社区群众、面向青少
年、面向娱乐场所、面向戒毒
人员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激发全社会参与禁毒工
作的热情。 （据《上海商报》）

四川：创新完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
� � 日前，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入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扶贫开发的实施意见》， 提出
创新并完善人人皆愿为、人人皆
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
与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
同推进，社会各方面力量踊跃参

与的社会扶贫新常态。
《意见》提出，降低扶贫社

会组织注册门槛， 简化登记程
序， 优先发展具有扶贫济困功
能的各类慈善组织，有计划、有
重点地培育和发展一批枢纽型
社会扶贫组织； 鼓励社区、学

校、商场、超市等设立捐助站。
构建贫困地区扶贫志愿者服务
网络， 支持社会扶贫各类主体
通过公开竞争方式积极参加政
府面向社会购买服务工作，支
持社会组织实施扶贫项目。

（据《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