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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

六年筹款七亿，我每天都有危机感 ■ 本报记者 皮磊

截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
下简称“儿慈会”）2016 年募集善
款总额达 1.5 亿元人民币， 提前
完成了全年筹款目标。 据了解，
到今年 5 月 12 日， 这家成立只
有六年多的基金会募集善款总
额已突破 7 亿元，其中个人捐赠
占总捐款额的 60%， 企业捐赠占
40%。 数据还显示，儿慈会的募款
从 6 亿到 7 亿仅仅用了 142 天。

基金会募款额持续快速增
长，一方面缘于公众对公益慈善
事业的认识和热情不断提高，另
一方面离不开科学高效的管理
体系，更离不开基金会对政策法
规的把握程度。 在《慈善法》即将
正式实施的时刻，《公益时报》记
者造访了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
长王林。 王林认为，互联网的发
展给儿慈会的筹款插上了翅膀，
但仍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不
仅仅要看到梦想的微弱光芒，还
要看到身后现实的万丈深渊”。

互联网给我们插上了翅膀

《公益时报》：儿慈会募款额
近来持续快速成长，能谈一下有
怎样的具体表现吗？

王林：2015 年基金会的捐款
收入第一次全年过亿， 募集善款
19067.21 万多元， 同比上年增长
101%。 其中个人捐款 15065.83万
余元，占捐款总额的 79%；企业捐
款 4001.37万余元，占捐赠总额的
21%。 此外，儿慈会从生存、医疗、
心理、技能、成长等五个方面，对
孤儿、流浪儿童、辍学学生、问题
少年和其他有特殊困难的少年儿
童开展了捐助和救助工作， 全国
有 72万多名困境儿童受益。

2015年基金会还实现了多个
“一” 的突破：2015 年“9·9 公益
日”期间，儿慈会筹集善款加配捐
款总计超过 3300 万元，排名基金
会第一； 基金会互联网筹款第一
次超过其他渠道， 达到 62%，且
2015 年互联网筹款比 2014 年增
加了 400%；第一次与境外机构开
展唇腭裂救助，2015 年共救助
700例；第一次主办儿童保护发展
论坛，等等。 因此，对于儿慈会来
说，2015年是跨越发展的一年。

《公益时报》：你觉得是什么
原因让儿慈会实现快速增长？

王林： 从基金会自身来讲，
我觉得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互联网。筹款方式的增
加、 支付工具的更新以及透明工
具的运用都得益于互联网。 我们
充分利用互联网筹款的优势，把
爱心网友、 企业和机构汇集到一
个平台，形成一个闭环。在这种情
况下，项目更贴近普通大众，因此
个人捐款就非常多，占到近 80%。
而且互联网筹款是跳跃式的。
2012 年，我们的互联网筹款只有
168 万元， 占全部筹款额的 8%；

2013年互联网筹款为 1553万元，
占筹款总额的 21%；2014 年达到
2883 万元， 占 35%；2015 年互联
网筹款达到 1.17亿元， 占筹款总
额的 62% ， 比 2014 年增加了
400%。我觉得互联网的发展、科技
的发展对公益慈善的发展是一个
巨大的推动力， 互联网的发展给
我们插上了翅膀。但是，我们还要
在组织架构、 思维方式等方面与
其进行匹配， 并不是说借助互联
网筹款就一定能成功。

第二，我们也在尝试大数据
筹款。 目前我们和世界儿童基金
会在这方面展开了合作，他们每
年通过大数据筹款能筹到 1 亿
美元左右。 可能数据的积累与沉
淀需要很长时间，前期投入也很
大， 但我相信等到数据逐渐积
累、准确之后，就能通过各种平
台进行筹款。 我觉得大数据筹款
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也是今后筹
款手段之一。

靠制度去管人，用流程去管事

《公益时报》：目前基金会发
展还存在困难吗？

王林：有，最大的困扰就是人
才问题。 公益行业的发展需要优
秀的、专业的人才加入，但是现在
公益行业基层工作人员的流动性
普遍比较大。 公益行业收入比较
低是个现实问题， 也是造成人员
流动性大的主要原因。 而人员流
动性大对于基金会的运作也会产
生负面影响， 因为新的人员接手
之后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希
望公益行业人员都能够有尊严地
生活，基金会也在为此尝试改变。

《公益时报》：儿慈会针对人才
管理做了哪些调整应对困难吗？

王林：我们首先对组织架构
进行了调整。 原来我们有六个
部，后来压缩成了三个，包括行
政管理部、合作发展部和项目管
理部。 同时，我们也对整体组织
架构进行了调整， 包括薪酬体
系、人力资源体系等。 这样一来
每个部门的目标都很明确，整体
目标有部门承接，也有部门去运
作，与整体组织架构相匹配。

第二，实行制度化管理。我一
直强调靠制度去管人， 用流程去
管事，靠团队去拼搏，用科学规范
化的管理求发展。 现在我们的制
度非常完善， 所有的项目都有操
作手册、详细的操作流程。同时我
们也实行了预算制，年初有预算，
年中有检查，年底有总结。

第三，全员岗位目标责任制。
我们实行定编定岗定员， 关键岗
位全部固化沉淀。 年初时秘书处
和所有项目签订目标责任制，项
目和个人签订目标责任制。 这样
一来， 大家都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和责任，包括一年中的筹款额，需
要救助的人数， 需要完成多少宣
传报道、组织多少次活动等，全都

做了量化标准。 同时我们还成立
了项目监测机制， 设置专人对所
有项目进行监测， 要求每个项目
都要有周报、月报、季报，报不报
以及汇报情况直接决定着每个人
的分数， 而这个分数直接决定了
工作人员是否完成了年度任务。
这样不仅方便管理， 也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杜绝了公益行业“好
混不好干”的现象。

第三，改变观念。 我经常强
调， 观念的变革是静悄悄的革
命。 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科技和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如果
还采取陈旧的观念是绝对行不
通的。

《公益时报》：“观念的变革”
具体指哪些方面？

王林：我觉得作为公益行业
从业者， 首先应树立服务意识，
即为捐款人服务，为被救助对象
服务，并且要把这种意识贯穿到
基金会所有工作当中。

第二是创新意识。 救助一个
人或几个人属于简单的慈善，解
决一部分人、一个群体的福利是
政府的责任。 而通过创新整合资
源，调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积极
性，是基金会要做的事情。 基金
会要有创新的精神和意识，但这
不仅仅是指筹款创新、 项目创
新、活动创新，更重要的是去探
索去追求的精神，在实践中获得
新的公益路径和思维。

第三是危机意识。《慈善法》
降低了公益行业的门槛，今后会
有更多的公益组织出现，形成井
喷式发展，竞争是今后必然的趋
势，也必然会有优胜劣汰。 那些
规范的、良性发展的基金会应该
得到更好的发展。 如果不按照规
范发展、没有信誉，或者运作不
透明， 肯定会影响自身发展，甚
至会被淘汰。 所以，我经常强调
危机意识。 形势的发展迫使我们
不仅仅要看到梦想的微弱光芒，
还要看到身后现实的万丈深渊。

第四是效益和效率意识。 公

益也要跟市场相结合，公益的出
发点、结果和商业不一样，但过
程是一样的，因为公益也要讲契
约精神，也要讲回报。 我们要做
有效公益。 只有讲究效益和效率
才能发挥公益更大的作用。 商业
直接的回报是经济利润，公益行
业的回报则是你救助的那些人，
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再去回馈
公益事业，这是可持续的。

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

《公益时报》：9 月 1 日《慈善
法》将正式实施，这半年来儿慈
会做了哪些相应准备？

王林 ：自 3 月份以来，我们
共开展了六次《慈善法》培训，其
中三次为《慈善法》重点学习大
讲堂。 我们还特别邀请民政部政
策法规司相关人员担任《慈善
法》培训课程讲师，从立法背景
与经过、立法思路、应用中的若
干问题以及评估展望等方面对
慈善法进行解读。

基金会也将积极配合深化慈
善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相关
配套制度，严格依法监管，推动慈
善组织健康发展， 并大力培训和
弘扬慈善文化， 做精做实慈善项
目， 形成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慈善
品牌项目。 我们还将通过建立激
励机制，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营
造“人人助我，我助人人”的社会
氛围，形成共同推进《慈善法》实
施、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合力。

《公益时报 》：你觉得 《慈善
法》的实施会对公益行业带来哪
些影响？

王林：《慈善法》不仅对慈善
活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扩展了
慈善的范围，同时在规范慈善组
织设立、运营、慈善财产来源和
使用等方面也做出了规定。 此
外，《慈善法》也巩固了慈善组织
直接登记制度，逐步放开了公开
募捐资格， 激活了公益信托制
度，明确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慈

善服务有法可依。《慈善法》将每
年的 9 月 5 日定为“中华慈善
日”， 开启了民间与政府共同为
社会筑底全新的“善时代”。

另一方面，《慈善法》 降低了
公益组织的设立门槛， 可能会促
进公益组织井喷式发展。 我觉得
慈善法正式实施以后， 公益行业
可能会有一段迷茫期， 因为观念
的转变和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我相信今后的发展趋势肯定
是优胜劣汰， 运作规范、 透明度
高、 有公信力的基金会今后的发
展前景肯定会越来越好， 因为大
家对公益行业、 对基金会的认识
也越来越高。 而那些不好的基金
会就会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公
益行业也会慢慢出现整合， 这是
一个必然的趋势， 也是从有序到
无序、最后又到有序的一个过程。
总的来说，我觉得《慈善法》的颁
布实施， 对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使
公益慈善进入快车道。

《公益时报》：今年儿慈会的
重点工作领域是什么？

王林：2016 年我们将重点关
注留守儿童和城市中的流动儿
童。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
象，不单单涉及钱的问题，还包括
孩子的心理问题。 我们也设计了
一些非常落地的项目， 比如我们
资助的新一千零一夜项目、“上学
路上”公益行动、起点工程等。

关于留守儿童问题，基金会
在确定 2016 年工作的时候就提
出，要做到精准。 第一，地区精
准。 我们开展儿童救助的地区确
定为两个，一是革命老区，二是
少数民族地区， 包括新疆和田、
四川凉山和西藏等。 第二，项目
精准。 基金会所有的项目都要围
绕困境儿童开展，并确定项目是
困境儿童所急需的项目，比如医
疗、教育、生存救助等等。 第三，
救助对象精准。 我们主要的救助
对象就是留守儿童以及城市中
的流动儿童。

� � 儿慈会一直探索资助型公募基金会道路，从 2011 年至今，基金会公众筹款能力超强，个人捐款额逐
年上升。 图为今年初，王林受邀在“基金会资助之路发展论坛”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