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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校友捐赠 1000万助人大成立公益研究院
中国公益研究进入百家争鸣阶段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7 月 26 日，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正式成
立，康晓光任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李晓波
对学院专项捐赠 1000 万元支
持。 该院将以慈善文化、公益领
域跨部门合作、公益部门治理为
主要研究方向，旨在通过学术研
究、人才培养、实践咨询、社会倡
导和决策参与等方式，成为公益
研究的领导者和公益创新的发
动机。

十年磨一剑

2007 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董克用找
到康晓光，称要办一个“非营利
研究所”， 当时康晓光人事关系
还不在中国人民大学，但随即同
意筹办。 两年艰苦努力后，2009
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非营利研究所”成立。
随后几年间，董克用与康晓

光带领着“非营利研究所”团队，
在公益慈善方面进行着大量研
究工作，用学术界特有的方式推
动公益事业发展。

2014 年，中国人民大学校友
李晓波决定捐资 1000 万元，倡
议成立“创新公益研究院”，这个
提议在当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
学校友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基金会的全力推动， 最终建设

“创新公益研究院” 的步伐被加
快了。

康晓光说，“有人倡议后，人

民大学校友会和基金会全力推
动这件事，他们找到我，当时我
觉得力度还不够，他们就找到上
一级公共管理学院，这力度明显
加强，研究院成立的速度也开始
加大。 ”

李晓波表示，“中国公益创
新研究院成立后，希望成为整合
海内外相关领域优势资源力量
的平台，能够为未来中国慈善公
益界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

“对于我本人来讲，‘中国公
益创新研究院’成立，实现了我
多年的一个公益梦想，能给我一
个机会，让我用一种特殊的有意
义的形式能够表达我和我的同
窗们对母校长达 30 年的感激之
情。 ”李晓波说。

施行理事会领导 “院长负
责制”

成立仪式上，“中国公益创
新研究院”表示，将通过理事会
对重大学术和行政事务进行决
策，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双院长
负责制。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
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担
任名誉理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党
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担任理事
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
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担任院长;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
实践学院副教授郭超担任国际
院长。

据介绍，“中国公益创新研

究院” 将采取学术
研究、 学科建设和
社会服务“三位一
体” 的系统运行模
式， 以学术研究为
基础， 三者互相支
撑和促进。

在学术研究方
面， 中国公益创新
研究院以慈善文
化、跨部门合作、公
益部门治理为主要
研究方向， 进一步
扩展研究合作网
络。

在 学 科 建 设
上， 完善并推广学
科体系建设， 系统
开发国际和本土教
材， 整合研究和教
学力量队伍，强化已有的非营利
方向的公共管理硕士(MPA)。

在社会服务方面，研究院将
积极参与重大公益活动，为公益
组织和公益项目提供咨询，推动
公益行业的文化、标准、规范建
设，积极引导舆论，每年独立发
布公益行业的年度观察报告。

高校公益研究院陆续成立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
创新研究院成立之前， 国内的
多所大学就已经陆续成立了自
己的公益研究院。 比较有影响
力的有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
学院、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

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
研究院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是由
壹基金捐赠 2000 万元， 老牛基
金会、万达集团、泛海公益基金
会、燕宝基金会、深圳壹基金等
国内有影响的基金会和企业共
同参与建立的公益研究机构。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
院， 是 2011 年由福耀玻璃集团
董事长曹德旺暨河仁慈善基金
会捐资 2000 万元兴建的。 该研
究院致力于公益人才的培养和
培训、 公益项目的创意与策划、
公益研究与政策倡导等工作。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
究院是 2011 年 4 月，经中山大学
批准正式成立的一级非营利性
研究机构。 研究院立足珠三角，
面向两岸四地及华人世界，开展
公益慈善研究。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研究院致
力于打造中国公益慈善研究的
国家级智库， 推动公益慈善领
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加快学
科建设， 构建公益慈善高端人
才培养体系， 在中国公益慈善
事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中发
挥高校智库的引领作用和创新
优势， 增强咨政建言能力和国
际话语权。

移动互联已经让捐赠变得
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通过日捐、
月捐帮助千里之外的失学儿童、
灾区群众，却比较少将目光投向
身边的公益项目。 本区县福利院
里的老人情况怎样? 本地的流动
儿童生活学习环境如何? 我们可
能并不知道。

如何将最方便的移动端捐
赠，与身边的社区公益结合起来
呢？ 最近，路人甲又想出了一个
新点子。

7 月 25 日，在河南省焦作市
最为著名的 5A 级景区， 也是当
地老百姓首选的旅游目的地云
台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与
修武县政府共同发起的“云台山
社会公益平台”，开始正式运作。

简单一点说，就是将路人甲
的模式落地，此后在云台山及景
区服务商家消费的游客，通过无
处不在的二维码捐赠本地的公
益项目，就可以享受进景区的绿
色通道和爱心商家提供的消费
优惠。

平台怎样运作

云台山社会公益平台可以
说是全国首个在县域内通过连

接本地公益项目、 商家和景区、
游客而搭建的慈善公益生态平
台。

其中，技术支持由路人甲提
供，云台山景区负责提供面向游
客的宣传，并开通绿色通道鼓励
游客捐赠本地的各个公益项目 ;
景区商圈遴选出的 30 余个商家
联合成立善商联盟，承诺诚信经
营的同时，为捐赠公益项目的游
客提供到店消费可用的优惠券，
用以树立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旅
游品牌和商家形象，同时持续促
进本地公益项目获得捐赠; 平台

监督和公益项目运作由修武县
慈善总会负责。

捐赠的金额，每份 10 元，捐
赠几份由游客自己选择。 参与公
益平台的商家，店外会挂有明显
的“善商”标识。 记者走进其中一
家宾馆，在大门内侧看到一块游
客爱心留言墙，留言墙上有公益
平台的介绍和二维码，扫描这个
二维码，即可向本店参与的公益
项目进行捐赠， 随后拿到优惠
券，结账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

善商代表则在启动仪式上
郑重宣读了承诺书，承诺诚实守

信、明码标价、不虚假宣传、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接受监督。

中国的民间公益空间很大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
理事长汤敏在接受《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尝试的意
义不只是线上线下的结合，它开
创了一种新的动员小额捐赠模
式。 中国的捐赠情况跟国外最大
的不同，就是来自民众的小额捐
赠比例较小，大部分还是来自企
业。 老百姓认为，政府应该管、企
业应该捐，甚至会质疑某某企业
家怎么没捐款，但不会想自己做
了什么。 当然，其中原因很多面，
但怎样调动老百姓对公益慈善
的积极性，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路人甲的机制是一种选
择，但最终，老百姓不是冲着优
惠券捐的， 而是捐赠的行动、捐
赠后帮助到的人，触动了他的内
心。 就像今天看到的给养老院的
老人送水果。 ”汤敏说，“要调动
老百姓的积极性，政府还是应该
继续放开，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做
更多的事情。 公益组织本身要创
新，真正看到老百姓需要的是什
么、 国家暂时还没关注到的事

情。 其实相比于欧美，正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公益组织可以探索
的空间更大。 ”

对于云台山公益平台，汤敏
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次路人甲
和修武县政府所推动的云台山
社会公益平台建设不仅成功动
员了多方力量参与，还初具集合
影响力的雏形。

对于修武县在公益创新上
的支持，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
非常感慨：“‘云台山社会公益平
台’ 是一个多方资源共同参与、
彼此支撑，从而形成可持续的新
型社区公益生态的创新尝试，所
有参与其中的人和组织都是受
益者。 我要感谢修武县政府非凡
的远见和勇气。 要知道，在普遍

“经济挂帅”的发展风气中，肯在
社区文化改良、在公益创新事业
发展上下大功夫的并不多。 ”

友成基金会和路人甲公益
平台继此次云台山的实践之后，
将在全国多个社区推广此类模
式。 正如路人甲平台创始人韩靖
所说：“风景留住游客一天，而公
益能留住游客一生。 用 O2O 的
方式真正实现用户自己身边的
公益，才能让社区全面进入公益
的微参与时代。 ”

云台山社会公益平台：让身边的公益成为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向李晓波颁发证书

参与活动的宾馆留言墙上平台的介绍和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