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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EMP班美国讲师：

公益组织治理应向商业靠拢
三个月前，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 EMP 2016 春季班在深圳举
行开学典礼，这也标志着我国第
一家国际公益学院正式开学。 8
月 18 日， 该春季班北京部分的
30 名学员在北京迎来了为期四
天的《公益组织治理》课程。 学员
在课程上了解了国内外非营利
组织的治理变革与发展趋势，并
共同探讨如何在中国环境下有
效运用治理经验制定组织策略
并组建高效理事会。

据了解，公益组织的治理主
要体现在理事会等组织内部机
构进行的确保组织运行的机制
和活动。 与营利性公司的治理不
同，非营利公益组织的内部利益
相关者不能从中分配利润和资
产，从而决定公益组织必须寻找
与公司不同的激励机制来实现
有效治理。 此外，公益组织的核
心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或帮助
弱势群体，其绩效难以用市场指
标来评判，因此公益组织治理也
存在如何评价组织绩效的挑战。

徐永光在评价国内公益组
织的理事会时，就深感有效治理
的不易。 他认为，目前国内在树
立理事会权威方面表现突出的，
仅有下面为数不多的几个代表：
他所任职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北
京银杏基金会、 北京乐平基金
会、上海联劝基金会、恩派公益
组织发展中心、恩玖中心暨基金

会中心网、 北京病痛挑战基金
会。 所以，在国内公益组织治理
理念方兴未艾之际，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 EMP 班开设此课程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而学院方面为北京学员安排
的讲师均来自非营利领域对理论
或实操颇有建树的知名人士，除
徐永光外， 还有壹基金秘书长李
劲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管理
研究部主任程芬。此外，还特别邀
请美国罗格斯大学基金会（Rut－
gers University Foundation）国际
校友与关系主任安迪·戈麦克
（Andy Germak）任主讲。

安迪·戈麦克为罗格斯大学
基金会执行理事，并在罗格斯大
学社会工作学院承担多项工作，
并曾于纽约地区的非营利/非政
府组织中承担过不同岗位的工
作，在非营利组织治理方面经验
丰富。 在四天的课程中，他为学
员们讲授了责信、透明、理事会
建设等具体内容。

近日，《公益时报》有幸在课
堂现场一探课程究竟， 并与安
迪·戈麦克对话。 安迪认为，公益
组织治理与商业组织治理有本
质上区别，但前者应积极向后者
借鉴，他也表示观察到了中国的
公益组织，尤其是基金会在内部
治理上的发展与进步。

安迪表示，美国的非营利部
门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在内部

治理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而非
营利组织治理在美国仍是相当
火热的话题，因此这门课程在美
国也同样广受欢迎。 作为正在崛
起中的部门， 中国的 NGO 对组
织如何进行更有效治理与管理
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

“参与 EMP班的学员大多来
自基金会， 他们对组织治理都有
一定的了解， 不过多数了解是源
于营利领域。所以，这门课程首先
要让他们深刻理解非营利组织治
理的不同之处。 ” 安迪具体解释
道，“在营利领域， 任职者更关心
自己的利益， 所以即使在与公司
目标产生偏离的时候， 也能因为
薪水或积累人脉而留任； 但在非
营利领域， 理事会成员通常没有
薪水，靠自愿参与，如果他/她无
法与组织使命保持高度一致，恐
怕难以在该组织长久任职。 ”

但安迪也表示，他相当认同
公益组织治理应向商业借鉴，他
本人就多年来从事跨界研究，并
著有《社会工作管理人员的基本
商业技能》一书。 他观察到许多
中国商业成功人士在纷纷涉足
非营利领域，除自身设立公益组
织外，不少知名商人都出现在非
营利组织的理事会名单中。 安迪
认为，这对推动非营利组织的内
部治理甚至整个非营利部门的
发展都甚有益处。

安迪说：“首先， 商业人士的

涉足会为 NGO 带来商业思维和
商业准则，而 NGO 往往预算、资
源极其有限， 在这样的前提下实
现使命， 必须有一定的商业敏感
和高度遵守行业准则。第二，拥有
大量财富的企业家对公益领域进
行投资， 这产生的社会影响不言
而喻。 比尔·盖茨离开微软、设立
全球最大的基金会， 对全球公益
的影响非凡， 而这也正开始在中
国发生着。当然，所有的前提是需
要有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对公益
组织进行驾驭， 并确保理事会成
员不因私欲参与其中。 ”

同时， 安迪也欢迎企业家、
成功商业人士也参与到 EMP 的
课程中来，他说：“正如我在第一

天开课时所说，这门课程不仅仅
对技能的培训，更重要的是学员
聚成一个专业性的网络。 在非营
利部门工作是一件‘孤独’的事，
能获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远不
如在商业领域，比起获得某样技
能，加入到一个网络之中共同奋
斗显得更为重要。 ”

此外，安迪也观察到，国内公
益组织无法完全摆脱来自政府部
门施加的影响， 理事会所面对的
情况比较复杂。对此，他表示：“中
国存在大量有官方背景的 NGO，
这的确和美国有所不同。 但另一
方面， 美国也有大量非营利机构
完全依靠政府采购生存， 它们也
无法独立于政府部门。 ”

北京班学员在分组讨论中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做公益
也可以这么有意思！ ”刚刚结束
和匹配公益机构的电话会议，复
旦大学“远征之远”队的小雪兴
奋不已。

这是上大学以来，小雪第二
次组队参与公益比赛。 与她的团
队匹配的，是上海剪爱公益发展
中心“当你老了”项目，呼吁公众
关注身边的失智老人。

“远征之远” 队想到了一个
创意：他们找来两对情侣，并把
男生化妆成 50 年后的样子。 当

“50 年后”的男生带着玫瑰出现，
两位“依旧年轻”的姑娘惊讶又
激动，男生自己也感慨万千。

他们将这段实验拍成视频，
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每个人都有变老的一天。 以换位
思考的方式，向公众倡导关怀和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小雪和她的“远征之远”队，
只是今年腾讯 99 公益日·青年
传播挑战赛三十支队伍的一个
缩影。

去年的“99 公益日”，腾讯公
益以“一起爱”为主题，借助产品
和平台的优势， 连接受助人、捐
助人、公益组织及项目、知名企
业、明星名人和数亿用户，激发

出了“指尖上的公益”的巨大能
量。

2015 年 9 月 7 至 9 日期间，
网友每捐 1 元，腾讯基金会配捐
1 元；网友每捐 10000 步，腾讯基
金会（及其爱心伙伴）配捐 2 元。
这个配捐规则极大地激发了公
益机构的筹款积极性，使点滴的
微爱终汇聚成浩瀚的洪流———
共 205 万人次通过腾讯公益平
台参与捐款 ， 捐出爱心善款
1.279 亿元 ，95 家公募组织的
2178 个在筹项目得到扶持，涵盖
了助学、疾病救助、人文关怀、社

会创新等各大领域。
在这期间，还涌现出许许多

多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传播公益
的案例。 由新榜发起的，上千家
公众号共同支持的“最后益条”，
让 99 岁的抗战老兵经明清找到
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并回国度过
了 100 岁生日；在坦桑尼亚被烧
伤的 4 岁小男孩，也得到了爱心
捐助……

互联网技术撬动了公益的
更多可能性。 同时，腾讯公益还
看到高校青年与日俱增的影响
力。 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量，他们亲身参与到公益项目的
传播中， 成为公益机构的志愿
者，在校园发起公益募捐和行为
艺术……

而另一方面，成长中的公益
机构有很多小而美的项目，由于
在传播经验和技巧上的欠缺，一
直都默默无闻。

同样怀揣着对公益的爱，他
们之间却缺乏一个连接器。

在今年腾讯“99 公益日”契
机下， 腾讯公益联合全国各大重
点高校，发起“99 公益日·公益传
播挑战赛”。通过高校青年与公益
机构的项目一一配对， 挖掘青年
的创意力量， 让青年群体与公益
机构两股创新力量在碰撞下融
合， 迸发出全新的公益活力，为
“互联网+公益”带来更多可能。

今年 7 月， 大赛先后在北
京、上海、广州三地高校展开宣
讲，吸引了上千名高校学子亲临
现场。 经过筛选后的 30 支学生
团队，分别通过参与北、上、广三
地的工作坊，在领导力、创新能
力与传播能力方面得到了长足
的锻炼。 此外，挑战赛还引入新
榜制定专属榜单，为青年学子的
创意传播方案提供专业的量化
评估工具以及数据指引。

通过赋能于公益机构和青
年群体，使公益机构在传播中的
问题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青年人
的公益思维和创意思维也得到
极大的锻炼，最终提高公益项目
的影响力，推动公益行业的长远
发展。

随着“冰桶挑战”、“为盲胞
读书”、“随手拍解救拐卖儿童”
等公益新玩法的不断涌现，有越
来越多青年学子的创意借助互
联网平台扩大影响，化身成为全
民参与的公益项目。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
会发起人陈一丹曾表示，借由新
的技术，公益可以更酷，更创新，
更有趣， 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世界希望在于年轻人，年轻人定
义未来。

在青年传播挑战赛中，上百
名重点高校学子，三十家公益机
构，三十份公益传播方案，共同
见证了公益更酷更有趣的玩法。
让每个青年学子都转化为公益
人，让更多公益机构、青年学生
和个人走到舞台中央，成为真正
的主角，在“99 公益日”连接更多
创新力量，创造出更多美好的可
能。

（菅宇正）

除了捐钱，公益还有哪些更酷的方式？
“99公益日·公益传播挑战赛”激发青年创意动力

“远征之远”队与拍摄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