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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中国好公益平台：推动公益项目产品化

多家机构联合发布《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指南》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情到深处， 方树功难掩激
动。

站在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
金会论坛 2016 年会的演讲台
上，方树功觉得既是告别又是新
的开始。

2011 年至今，方树功成立的
社会组织一直都在为全国老人
陪伴项目忙活，他总想着通过机
构扩张志愿者队伍去多陪伴几
名高龄老人。 调研后，方树功发
现，现有所需陪伴的高龄老人数
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机构不
能承担如此之重，他有些无奈。

方树功的问题并不是个案。
当前，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着有效
解决社会问题能力不足、专业化
程度参差不齐、优秀的公益项目
覆盖面小等诸多问题，在欠缺研
发与筹资能力、项目落地支持能
力不足以及缺乏规模化的模式、
资源支持和落地伙伴等方面均
有体现。

而 11 月 23 日，一个名为“中
国好公益平台”的机构的正式启
动，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
进行有效对接，将有可能为方树
功的愿景注入一针“强心剂”。

扩张的“烦恼”

2011 年，方树功去一家养老
院看望院长朋友，在院里他发现
院长、护理人员、管理人员正围
着一位大娘劝其吃饭， 事后得
知，前几日大娘最小的儿子去世
了，觉得一下子少了亲人，看不
到活着意义，想结束自己生命。

养老院工作人员走后，方树
功静静坐在老人身边，老人让他
放了一首《月光曲》，听罢眼泪留
了出来，长时间拒绝进食的老人

对方树功开口道：“谢谢你的陪
伴，儿子虽然没有了，但我相信
能够过好自己最后的冬天。 ”

老人的一席话让方树功意
识到， 只是陪着老人多待了会，
就能化解很多心事，陪伴才是解
决老人关怀的最好方式。

从那以后，方树功联合十位
朋友成立了“北京十方缘临终关
怀义工”组织，用业余时间开始
陪伴老人。 三年后，方树功的组
织从北京做到了南京、 广州、长
沙和厦门，共 5 个中心，发展了
4000 名义工。即便有着这样的规
模扩张速度，方树功还是觉得关
怀老人时间不会等你。

“全国有 4000 万重症老人，
我们只完成了万分之一，要服务
一万年才能使全国所有老人得
到一次陪伴服务， 这怎么办?”方
树功顾虑道。

这种顾虑不仅只有方树功，
很多草根组织在自身机构扩展
中有着相似的境遇。

根据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截
至 2016 年第二季度末，全国依法
登记的社会组织达 67 万个，这
些社会组织很多面临着有效解
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专业化
程度参差不齐、优秀的公益项目
覆盖面小等诸多问题，具体表现
在欠缺研发与筹资能力、项目落
地支持能力不足以及缺乏规模
化的模式、资源支持和落地伙伴
等方面。

公益与需求匹配

“中国好公益平台”由南都
公益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共建，
将通过整合各界资源，加速公益
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

高效、精准、大规
模地解决社会
问题。

有 专 家 指
出， 一些公益组
织创建了有效
解决社会问题、
满足社会需求
的优秀品牌项
目， 开始标准
化，打造产品化
形态。 虽然有了
规模扩张的冲
动，但是缺少推
广复制的资源
支持和能力。

与此同时，
大量二、三线城
市的公益组织
缺乏专业知识
和项目研发能力。 各地公益孵化
机构有着引进优质公益项目促
进本地区公益和社会发展的强
烈愿望。

“这需要一个多方综合资源
对接平台。 ”中国好公益平台的
召集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表示，“社会问题的解决
需要用创新的方法，包括公益创
新的解决方案。 公益创新只有规
模化，才能形成有效供给，彰显
创新的价值。 ”

为了公益项目的品牌化，徐
永光给平台申请了“益次方”商
标，寓意着好品牌的数量倍增。

六方共“治”22 个入围产品
公布

据中国好公益平台项目负
责人、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宋波
介绍，中国好公益平台由联合共

建机构、战略合作伙伴、品牌创
建机构、枢纽合作基地、项目示
范机构、指定服务供应商共六大
类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合作。

“六类利益相关方机构将根
据准入和退出机制，保持动态发
展。 ”宋波说。

目前，中国好公益平台联合
共建机构共有 15 家， 包括阿拉
善 SEE、陈香梅公益基金会、恩派
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中国扶贫基
金会、基金会中心网、北京乐平
公益基金会、联劝公益、南都公
益基金会、腾讯公益、同佳岸慈
善基金会、新华公益、壹基金、中
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爱
德基金会以及微公益，而这一名
单还将持续增加。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
究院执行副院长胡小军认为，打
造中国好公益平台，既能给缺乏
项目的社会组织提供好的产品，

也能让那些公益好产品被复制
推广，进而打通政府、市场和社
会，更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23 日的平台启动当天，首批
批通过初步筛选的 22 个品牌创
建机构及其优质公益产品公布。
这批公益产品涵盖了教育、环
保、禁毒、助老、社区工作等多个
领域，将通过引进专业第三方服
务机构为这些优质公益产品的
规模化提供加速服务，并通过与
各地枢纽合作基地的合作为好
产品的规模化搭建渠道，使其获
得规模化推广。

方树功的项目成功入围，
“我们希望在中国好公益平台
上，将老人心灵呵护项目做成开
源项目，任何组织都可以很方便
地学习使用， 联合社会公益、为
老服务的资源一起为生命服
务。 ”方树功在演讲台卖力的说
道。

� � 2016 年 11 月 20 日是第 27
个联合国儿童权利日。 国际救助
儿童会、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
务中心、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和北京博源拓智儿童
公益发展中心联合开展了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27 周年纪念
暨《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指
南》倡导活动。

儿童服务的特殊性要求儿
童公益机构需有儿童保护视角
的组织管理准则和服务指南，而
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儿童公益
机构的服务管理准则。 上述四家
公益机构联合起草了《儿童公益
组织行为准则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

强调儿童利益最大化

《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指
南》的执行范围包括：所有员工
(包括全职和兼职员工)、志愿者、
理事会/董事会成员、 签订短期
合约的人，包括实习生、顾问、研

究人员等、捐赠方、记者、合作伙
伴、供应商等任何因为本机构的
工作可以直接接触到儿童的人。

《指南》认为，机构在招聘工
作人员、志愿者、实习生和专家
顾问时，应对其是否具有不利于
儿童的行为倾向进行风险评估，
并在入职前开展儿童保护准则
的相关培训，在工作过程中跟进
督导和阶段性评估，确保工作人
员理解并遵循准则要求。

在具体与儿童接触时，不使
用含辱骂、攻击、污秽的语言。 尊
重所有儿童的人格尊严，不随意
评价儿童。 尊重不同地区儿童的
风俗习惯。 为儿童提供服务时，
不偏爱或忽视任何儿童。 确保在
处理与儿童利益相关的事项时
给儿童参与的机会，根据儿童的
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考虑，不随
意打断、阻止儿童发言，对于儿
童的表达和倾诉做到基本的同
理和接纳。

所有关于儿童的宣传材料 ,
包括纸质的和电子材料，都以尊

重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原则，采用
适合儿童理解能力的表达方式。

拍摄照片(视频)以及发布时
需征求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照片不得随意公开发布，包括在
网络社交媒体上发布。

不私自打听和泄露儿童的个
人信息。 通过服务活动获取的儿
童资料必须由专人妥善保管，避
免任何人随意接触、随意获取。

应当避免出现远离他人、与
儿童独处的行为。 避免与儿童有
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禁止触摸
儿童身体敏感部位，禁止对儿童
采取任何有性挑逗嫌疑的行为。

工作人员不应该单独与一
名或多名儿童住宿，无论是否住
宿在员工家、项目工作点或其他
任何地方，如果情况特殊，必须
提前获得机构负责人以及儿童
法定监护人的同意。

禁止让儿童参与危险性的
活动。 组织外出活动时，应充分
保护儿童， 切实保证儿童安全。
不得雇佣童工。 不得让儿童从事

有害的行为,如吸毒、观看色情或
暴力音像资料等。 机构有责任评
估服务环境安全风险，确保以儿
童安全视角设计安排服务设施。

建立报告与回应制度

机构应建立违反本准则的
举报和处理制度，并建立适用于
儿童的便捷而安全的举报申诉
渠道。 机构的任何工作人员如接
到儿童或他人举报、发现或怀疑
他人存在违反本儿童保护准则
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机构主管报
告，若此人为嫌疑人，则直接报
告给上一级主管。

当有举报发生时， 必须在
24 小时内启动机构内部回应机
制。 在决定应对处理有争议或顾
虑的活动中，应把“儿童利益最
大化”作为准则和一切解决办法
的出发点。

在任何儿童受到暴力的情
况下，儿童都不应受到指责。 工
作人员应向儿童明确指出受虐

或举报不是他们的错误。 在处理
过程中，儿童的意见应当被充分
地尊重和予以考虑，并让儿童知
道机构将主动积极采取行动确
保他们的安全。 儿童应获知下一
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工作人员对于调查的情况
和儿童的信息应该严格保密。

如果机构内部不能处理或
该情况不适宜由机构内部处理，
应将顾虑报告外部相关机构，寻
求合作和帮助。 如果工作人员发
现儿童在其家庭、学校或社区等
场所遭受暴力或有受暴风险，依
据《反家暴法》相关条款，向公安
机关报案。

如果违反儿童保护准则的
行为被证实， 最严重可导致：对
员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对志愿
者，终止志愿关系;对顾问，终止顾
问关系;对合作伙伴，暂停/终止合
作。此外，如果该行为达到犯罪的
程度， 儿童公益组织应该联系当
地的执法部门， 确保儿童得到保
护，犯罪者受到法律的严惩。

品牌创立机构、枢纽合作基地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