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教授、企业家、投资人……精英人士聚集在一起做公益，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2016 年 9 月，多位大学教授、企业家、投资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广州市一百零八度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108 度公益基金会），基金

会通过整合全球各领域一流的精英资源，弥补现阶段教育体系的不足，为中学生进行人生规划和智慧输出，让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基金会也会关注老师和家长群体，希望在教育体系内建立“学生—老师—家长—教育公益组织”的联动机制，打造点线面相结合的教
育公益生态。

“让现在社会中的精英人士去影响未来的精英群体。 ”108 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叶峰表示，“我们的做法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效
益，但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并且通过自己的坚持，带领更多公益组织去做这样的事情，肯定会产生质的变化。 ”

作为一名“60 后”，叶峰有着多重身份：战略管理专家、108 度资本创始人、战略学与哲学博士、国内多所一流高校商学院兼职教
授、多家基金会理事……不同身份的叠加让他对公益与商业的关系、公益行业的发展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近日，《公益时报》对叶
峰进行了专访，希望为大家呈现公益行业内另一种声音。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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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一百零八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公益也能推动商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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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智慧公益

《公益时报》：108 度公益基
金会定位为一家专注于教育公
益的智慧型公益组织，如何理解
“智慧公益”？

叶峰：基金会定位于教育公
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
们的发起人群体里，很多企业家
都有大学教授的背景，所以大家
实际上是有一种教育情结的；第
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所有
的社会问题基本上都是由教育
缺失引发的，解决了教育问题也
就解决了根源上的问题。

明确了定位之后，我们也在
思考另一个问题：金钱和物质上
的帮助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我觉
得解决不了。 我们所说的“智慧
公益”， 首先要去改变大家看待
世界的方式，提高大家的认知能
力，认知转变了，他的世界自然
就会发生变化， 社会也会进步。
当然，我们的这种做法可能短期
内看不到效益， 但只要坚持下
去，并且通过自己的坚持带领更
多公益组织去做这样的事情，我
相信肯定会产生一些质的变化。

《公益时报》：如何才能实现
你说的“智慧公益”？

叶峰：我们选择以省级示范
高中的优秀学生作为智慧公益
的对象， 而且希望从高一开始，
因为高一是学生世界观、 人生
观、价值观成型的阶段。 我们的
项目围绕两方面展开： 第一，邀
请专家，帮助学生们了解世界前
沿科学；第二，帮助学生建立以
哲学和历史为核心的正确的三
观。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都
面临同一个问题，不知道自己未
来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教育失败的地方，缺乏人文方面
的熏陶。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
专家就是孩子的人生导师。

《公益时报》：对于专家导师
的人选，基金会有什么要求吗？

叶峰：我们选择的导师需要
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本科阶段
必须是在 211、985 等重点大学毕
业；第二，硕士教育必须是在欧
美 50 强或 100 强大学毕业，因为

我们觉得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人，
他们的眼界一定是非常开阔的，
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示
范；第三，他们从事的行业也要
有代表性，比如金融行业、投资
行业，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 当
这些榜样来到中学讲课，告诉学
生面对未来该怎么做、应该建立
一种怎么样的认知时，肯定会产
生很好的效果。

打造教育公益生态

《公益时报 》：基金会提出 ，
通 过 在 教 育 体 系 内 建 联 动 机
制 ， 打造点线面结合的教育公
益生态 。 你理解的教育公益生
态是什么 ？

叶峰 ：在教育链条里，有三
个核心角色：学生、老师和家长，
把这三个环节打通，形成一个闭
环，教育教学就会很顺畅。 在我
们的教育活动中，虽然以老师和
学生为核心，但也有针对家长的
培训。 如果孩子每天都在成长进
步， 家长只是原地踏步的话，两
代人之间就会出现隔阂和不理
解。 因此，如果这三方能够形成
一种良好的互动，我们的教育就
一定会上一个台阶。 这就是我们
理解的教育公益生态。

具体到项目的运作，我们首
先和当地的教育局签协议，然后
由教育局和各个学校进行联系。
一旦达成合作，我们就会长期在
合作学校开展下去。 目前我们覆
盖了 30 余所学校， 而且基本都
是省级示范高中。 今年我们计划
覆盖 108 所学校，这个数字看似
不多，但需要很多的工作。 未来，
我们还会建立一个追踪系统，和
学生保持紧密联系，方便及时接
收各方反馈。

《公益时报》：很多公益组织
和企业都热衷于做教育类的公
益项目，你觉得目前教育公益存
在哪些问题？

叶峰 ： 我觉得最突出的一
点， 就是有些机构和个人对公
益的理解还存在问题， 甚至不
清楚公益和慈善的界限。 我个
人觉得， 慈善实际上是一种以
扶贫帮困为主的行为， 这也是
慈善的核心； 公益则是通过自

己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
方式。 对概念的不理解会导致
公益机构在自身定位上出问
题，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最
后的结果就是， 看到其他人做
什么，他就会跟风去做，但他看
不到表象背后的逻辑。

另外，一些机构对教育并不
是太理解，不知道教育存在什么
问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
在跟其他教育公益组织交流的
时候，发现他们连应试教育的优
势和劣势都不清楚。 因此，我们
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做公益的决
心，二是发心。“决心”决定你能
不能走下去，“发心”决定你能不
能做好。 我们要把公益当成目标
来看，商业只是实现公益的一种
手段，这样的话就不会走偏。

实现公益和商业共赢

《公益时报》：你拥有多年一
流商学院教学经验，同时在商业
领域也非常成功，而且你一直都
在参与公益事业，那么你是如何
看待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关系的？

叶峰：公益和商业是没有边
界的。 如果从本质上去看，我觉
得商业本身就是一种公益行为，
因为商业首先为社会解决了就
业问题，替每一个员工解决了生
存和发展的问题。 此外，如果你

的公益行为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就必须通过商业的方式去实现。
商业领域谈的是 MBA， 工商管
理；公益领域谈的是 MPA，公共
管理。 而现在我们的公益行业缺
少的是用 MBA 来指导 MPA 的
战略思维。

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公益
项目的运作主体都是商业机构，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商业一
定是手段，公益一定是目标。

《公益时报》：你曾经提出公
益能够推动商业转型升级，这一
点怎么理解？

叶峰：如果说我们把公益理
解为目标的话，那么在商业实践
中，就可以把公益当成企业发展
的一种商业模式，实现共赢的目
标，这个目标既是商业，又是公
益，也是社会。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可能更
容易明白。 去年我们做了一件
事，就是股权捐赠，等于说是把
企业的基因改造了，让基金会成
为公司的股东，这样一来基金会
也有了一个实现长远发展的基
础。 今后，我们除了为各自的商
业目标而战，也会为公益事业的
目标而战，我们把公益的目标和
个人赚钱的目标统一了。 在业务
上，我们所有的商业行为都和公
益挂钩。 比如说投资版块，我们

会从投资收益中拿出 5%捐赠给
公益事业；体育版块，比如我们
的戈壁徒步活动，你走一公里我
们就捐一块钱； 还有自驾活动，
只要你参与，我们就会捐 108 块
钱……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
把一家企业变成了由公益主导
的企业， 但商业目标不会受影
响。 相反，良好的公益形象和公
益基因，能够让企业的美誉度和
品牌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公益时报》：去年的股权捐
赠中，基金会接受了包括你在内
五位股东的股权捐赠，如何看待
这一举措的意义？

叶峰：去年捐赠的股权大概
占到公司股份的 10.5%（按当前
股价计算，超过 5000 万元）。 对
于股东来说，我觉得主要有三方
面的意义：第一，可以让他们更
深入地参与公益，支持基金会发
展；第二，可以让基金会发展得
更快更大；第三，他们的行为能
够对子女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也
鼓励这些捐赠股权的企业家，让
他们的子女在未来投身公益事
业。 另外，与现金捐赠不同的是，
股权有一个变动的可能性，尤其
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股权的价值
会越来越大。 因此在某种程度
上，捐赠股权就是让企业、企业
家、基金会共同发展。

《公益时报 》：怎样能够让
员工认可公司的公益理念 ？ 在
运作管理上 ， 基金会采取了哪
些办法 ？

叶峰 ：首先，作为基金会的
发起人， 我们每天都在身体力
行地为基金会工作。 另外，因为
基金会本身就是公司的股东，
且我们所有的商业行为都带有
公益成分，所以在职能设计上，
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在基金会兼
任职务， 实际上就是双重或多
重职能。

我们鼓励员工要有社会责
任感， 每个员工每个月要捐 108
块钱，管理层翻倍，但这完全是
自愿的。 不过，如果员工愿意捐
钱，愿意参与公益，就有可能得
到更多的晋升和发展机会。 我们
希望通过这种机制让大家明白
两点：第一，员工自身的发展是
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当你兼顾
这两方面的时候，企业也会给予
你更多的发展机会；第二，虽然
员工的捐款并不能为基金会带
来多少收入，但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这种做法可以让公司文化更
加深厚，而文化产生的凝聚力会
让企业在市场中更有战斗力。

此外，我们的做法也会带动
更多股东效仿， 进而参与公益。
这样一来，我觉得今后不论是从
影响力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实际
收益的角度来说，基金会都会经
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