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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曹原：冷门基金会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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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本身不能向任何服
务对象收取费用，而行政支出一
直以来都是基金会头疼的问题。
我们准备今年在上海注册一家
社会服务组织，工作人员基本上
都来自于基金会，将基金会的服
务通过社会服务组织有偿地提
供给社会上有需求、有能力购买
的个人、组织或企业，获得的收
益将全部用作员工的薪资福利
发放以及基金会项目的发展。 一
方面拓宽我们的服务对象，另一
方面也为降低基金会的行政支
出比例减去一个很大的‘包
袱’。 ”日前，广东省日慈公益基
金会秘书长曹原向《公益时报》
记者说道。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以
下简称“日慈基金会”） 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致力于关注
青少年心智发展与心灵成长。 成
立 3 年多以来，基金会开展的项
目有心灵魔法学院、教师支持中
心、心益计划、亲子魔法盒、慧心
助学等，这当中有的项目完全面
向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有的则面
对当下社会公众。

“亲子魔法盒是基于美国正
面管教理念设计的产品，帮助家
长更好地管控情绪，降低家长在
孩子成长中对孩子造成的心理
伤害。 这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
中，是很多家庭都需要的，并不
单单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家庭。 ”
曹原说道，“还有对教师心理进
行辅导的教师支持中心，我们也
有完整的心理辅导课程，可以面
向除教师之外的企业员工、白领
等群体。 ”

此前，由于基金会成立时间
不长，项目开展范围不大，自身
还在不断完善当中，对于项目发
展方向，日慈基金会并没有清楚
的计划。 据日慈基金会年报显
示， 其 2014 年和 2015 年公益支
出分别是 63.23 万元和 81.81 万
元。“这两年，支出费用基本上都
用在了项目的前期设计和研发
中，数额不大。 ”曹原说道。

随着项目的逐渐实施以及
范围的逐渐扩大，项目投入也随
之增多，工作人员需要增加。 面
对这样的情况，如何保障基金会
自身良性循环成了一个新课题。

“我们的项目， 其实有的受众面
很广，社会上许多人都需要。 为
有需求、有能力购买的人提供服
务，收取一定费用，不但可以扩
大项目的影响力，还可以实现一
部分收益。 ”曹原说，“基金会本
身是不能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
的，因此，我们准备今年在上海
注册一家社会服务组织，人员还
是以基金会的人员为主，通过为
家庭亲子以及为企业、学校等群
体提供向应服务，收益将全部用
于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薪资福利
发放以及项目发展，这样就可以
减去基金会很大一个‘包袱’。 ”

据了解，日慈基金会已经开
始着手成立社会服务组织。

个人出资的基金会

2015 年正式担任日慈基金
会秘书长的曹原，也曾按照父母
的意愿进入咨询公司工作。“不
适合自己”、“我喜欢公益”，这是
曹原在企业工作后的自我总结。

他也曾自己注册成立了一
家草根 NGO。“草根 NGO，最大
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筹集资金
意味着人手的投入，而机构本身
人手就捉襟见肘， 必然导致设
计、执行项目受到影响；项目执
行不好又会直接影响资金的筹
集情况。 这就是目前我们很多草
根 NGO 无法发展的原因。 而运
作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
相对固定，只需考虑如何能将项
目设计得更好，运作得更合理。 ”
曹原说道。

日慈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
300 万， 全部由基金会理事长曲
江亭个人出资，而曲江亭的另一
个身份，是上海日播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和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董事。 谈及基金会的性
质，曹原说道：“日慈基金会就是
一个由个人出资成立的非公募
基金会，虽然发起人具有企业背
景， 但基金会本身作为独立法
人，内部决策以及项目执行并不
受制于企业，只是在项目运作当
中，会与企业进行合作。 ”

年初提交预算，年末根据实
际费用支出再由理事会注资，作
为基金会捐赠收入，也保证年检
顺利通过，这是日慈基金会的实
际情况。

网络筹款意在传播

2014 年，日慈基金会捐赠收
入 为 67.34 万 元 ，2015 年 为
121.72 万元， 基本上都是曲江亭
个人出资， 并未进行其他筹款。
2016 年，日慈基金会第一次参与
腾讯“99 公益日”，试水互联网筹
款， 与 3 家公募基金会合作，筹
集资金 90 万元。 除此之外，基金
会还拿出了 100 万元投资货币
基金，“收益不高，七万到八万的
样子，收益高的理财产品风险也
大，我们得慎重考虑”。

2016 年全年，基金会累计筹
集资金 240 万元。 对此，曹原说
道：“项目逐渐增多， 范围扩大，
需要的投入资金也越来越多，单
纯地依靠创始人的资金也不是
办法。 ”

而对于网络筹款的态度，曹
原认为“是一种传播手段，但不
是我们主要的筹款渠道”。

“90 万筹款中，实际上来自
社会公众的个人捐赠很少，主要
是曲江亭通过发动其企业资源，
包括企业员工、上下游供应商等

捐赠筹集的。 ”曹原说道，“这类
公益项目，不同于救助类项目故
事性强、需求明确、效果迅速而
显著， 给公众很强的认同感，它
的社会认识度并不高，想要通过
互联网筹款， 短期内并不太现
实。 所以，参与互联网筹款，目前
只能是作为一种传播手段，让公
众看到这一类的公益项目，但不
会是主要筹款手段。 ”

向资助型基金会靠拢

2017 年，曹原预计全年基金
会支出 600 万。

“我们希望能够把项目覆盖
到更多的地区， 让更多的人受
益。 而且作为公益行业中的冷
门，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和我们愿
景及使命相同的公益机构，给予
他们资金支持，也让我们逐渐向

‘资助型’基金会转变。 ”
600 万的支出， 也就意味着

日慈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不能少
于 600 万。 对于如何实现基金会
捐赠收入的成倍增长。 在现有基
础上， 除了成立社会服务组织
外，曹原还计划举办慈善晚宴。

“我们将举办一场慈善晚
宴，通过现场拍卖的形式筹集一
部分资金。 参与的人绝大多数都

是天使投资人，他们本身具有一
定资金和社会影响力，这也是推
广基金会自身的一个很好的渠
道，‘影响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
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帮助。 ”

社会服务组织与慈善晚宴，
曹原计划依托这两项筹集 330
万资金。“如果有资金缺口，我们
还是会由理事会出资。 ”

不转型为公募基金会

去年《慈善法》颁布实施，其
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募权的放
开。 而在曹原看来，他们并不会
考虑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

“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目
的在于公募权，希望面向社会筹
款。 显然我们对此需求并不高，
因为即便获得公募权，就当下公
众对于心智发展类公益项目的
认可度，筹款也不会很理想。 我
们应该面向对儿童心理发展感
兴趣的群体，比如母亲、教师等，
或者与企业建立合作，寻求大额
捐赠，逐渐让社会认识这一类公
益项目。 其次，转型成为公募基
金会， 无论在信息披露方面，还
是基金会全年公益支出比例方
面的要求，对我们而言都是不合
适的。 所以我们并不会转型。 ”

据基金会中心网显示，日慈
基金会透明度得分为 78.8 分，在
广东 820 家基金会中排名第 21
位。 对于公开透明，曹原有自己
的看法。

“公益的本质就是公共利
益，因此，不论是公募基金会还
是非公募基金会，都有对公众公
开包括资金、项目运作等情况的
义务。 但是，对于不同的机构，不
能在特定时期以相同的标准要
求，这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在不
同时期，不同的基金会自身能力
是不同的。 ”曹原说道。

“日慈基金会目前全职工作
人员 7 人，2 名研发人员，1 名行
政人员， 剩下的全部都负责项
目， 我们本身的人员非常有限。
目前，我们要协调人员负责每年
基金会的年检、评级、免税资质
认定等一系列工作，目前按照相
关规定把要求予以公开的信息
主动披露，我们是非常尽力在做
的。 相对而言，成立早、发展迅速
的大型基金会， 人员相对完善，
在这方面投入更多，主动披露的
信息更完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
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 所以，
关于公开透明， 不能一概而论，
要客观地站在不同基金会的角
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