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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专访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奕、副秘书长李海：

不做甘于安逸的基金会
� � 在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天
地内，是难得见到国企、央企基
金会身影的，这是由于基金会定
位不同所造成的。 然而，招商局
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招商局
基金会”）却是个特例，它由招商
局集团发起， 明明不愁资金、可
以完成固定任务了事，却偏偏要
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做专
业的资助型基金会。

近日，招商局基金会常务副
秘书长黄奕和副秘书长李海同
时接受了《公益时报》的采访，道
出他们支持民间公益的缘由，并
分享他们如何链接企业资源与
公益项目的心得。

我们的特点不是偏民间 ，
是偏专业

《公益时报》：在招商局集团
145 年历史的背景下 ，8 年前成
立的招商局基金会是怎样一个
定位？

黄奕：企业与社会和国家都
是分不开的，更与时代的变迁息
息相关。 招商局集团从一百多年
前走到现在，给自己的使命定位
就是“以商业成功推动时代进
步”。

2009 年，和很多基金会成立
的原因一样，招商局基金会的成
立 也 是 基 于 一 个 朴 素 的 愿
望———希望能够将公益资金集
中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用。

招商局基金会在集团内部
的定位，是作为企业的公益慈善
平台。 它首先是一个资金池，大
部分企业公益项目都通过基金
会实施。 另外，企业也在重新审
视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希望能
够通过基金会的运作，不只是做
一次性的慈善活动，而是能够长
期、持续、深入地推动社会变化。

我们一直觉得， 慈善更多的
是出于道德冲动， 公益则涉及更
多方面，强调理性思考。从气质上
来讲，招商局基金会是偏冷的，我
们用理性和冷静来形容自己。

《公益时报》：与其他大型国
企 、央企基金会相比 ，招商局基
金会与公益行业、民间机构有更
多的合作，你们是怎样形成这样
偏民间的定位？ 基金会在运作层
面是否也相对独立？

黄奕： 其实也不完全是，大
家看到的比较显性的部分是这
样的。 对很多基金会来讲，内部
治理都是一个问题。 这当中存在
一定张力。

企业对于捐赠资金有一定要
求， 基金会也要代表捐赠人的利
益，这个利益是方方面面的，既有
品牌上的考量， 还有比如招商局
集团作为大型央企， 承担着国家
定点扶贫任务， 企业内部公益文
化的推广工作， 对基金会也有期
待。 这诸多因素对执行团队来讲
都是有约束的，但重要的是，我们

不能因为有限制就无视捐赠人的
合理需求， 而是应该以自身的专
业能力去回应需求， 并在这个过
程中与理事会持续沟通， 用行业
的公益理念影响捐赠方。

除了这部分工作，我们还始
终明确资助型基金会的专业定
位，除了跟政府、官办社团合作，
也跟大量的 NGO 合作。 这既是
工作团队多年来推动的专业方
向，也可以说是捐赠方对现代公
益理念逐步理解和认同的结果。

李海 ：与其说“偏民间”，不
如用“偏专业化”来形容我们的
特点更加准确。 这个思路在很大
程度上也来源于基金会发起方
的企业文化理念。

招商局本身是一个很有特
点的企业，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
企业的始祖。 一百多年来，招商
局一脉相承的企业文化中的重
要因素是对于商业精神的尊重，
即专业化的分工和协作。 这个理
解同样贯彻到公益慈善当中。

所以招商局基金会与很多
央企、国企基金会不同的地方在
于，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以专
业的方式来做公益。 基金会现在
有 10 个全职工作人员， 招商局
集团愿意支持专业的团队来做
公益，把事情做到位。 在合作伙
伴方面， 同样是谁做得更专业，
我们就跟谁合作。 民间有大量的
专业公益组织，我们就不把合作
伙伴限定在体制内，我们也愿意
在公益行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其实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
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 2010 年，
我们就办了一个扶贫创新奖，把
全国跟扶贫相关的团队、项目都
请来， 对我们来说是学习的过
程。 也从中达成了两点最基本的
认识，这影响了机构后来的定位
和运作方式。 一是，我们在扶贫
领域是半路进来的，但中国有这
么多机构、 学者已经做了很多
年， 我们没有必要从头再来，跟
他们合作就是很好的路径。 所以
从那时起招商局基金会就确立
了做资助型基金会。 第二，我们
应该使自己先专业起来，既要对
公益行业、公益机构的特点有所
了解，也要对资助的专业性有所
了解。 我们经常把自己比作公益
领域的投资公司———不做制造、
服务，而是做投资、孵化、培养。

“与中国公益共成长”不是
客套话

《公益时报》：我们观察到招
商局基金会早期与 NGO 合作的
一些项目，其实是在招商局定点
扶贫的地区实施的，是不是当时
从既定的扶贫任务中看到了更
多公益的可能？

黄奕：的确如此。 一开始的
时候，我们也是凭着本能，觉得
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倾斜到贫困

地区，做物理转移，我们期待这
当中有一些化学变化，产生生态
上的连锁反应。

但那时候并没有这么清晰
的思路， 各方面的沟通其实很
难，所以就结合了当时的扶贫任
务， 做大部分公众接受的项目，
首先是卫生健康类的项目，比较
能打动人，然后再慢慢地把更多
专业项目带进来。 当时先是与爱
佑基金会合作了先心病筛查，在
这之后，理事们发现把资金给到
其他的专业机构，而不是直接给
到受益人本身， 也是很好的方
式。 后来，我们开始跟更多 NGO
比如真爱梦想、国际小母牛开展
合作。

《公益时报》：目前与民间公
益组织合作的资金比重大概占
多少？

李海：我们现在所用资金全
部来自招商局集团及相关企业，
会尊重出资人的需求。 定点扶贫
和引导企业公益是重点。 随着近
几年工作团队与理事会的沟通
越来越顺畅，大家在公益专业上
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理事会也
会给工作团队越来越大的工作
空间。 这部分空间从一开始只有
几十万元，到今年我们的幸福家
园、幸福田野、幸福童年等项目
有 500 万元的资金。

黄奕 ：2017 年我们提出来
“与中国公益共成长”。 这并不是
一句客套话，讲这句话的时候是
特别有感情的。 2009 年我们进入
公益行业， 当时公益组织刚从
“公益元年”发展起来。 2010 年我
们做扶贫创新奖的时候，征集到
的项目五花八门。 但当时的行业
状况就是这样的，各家机构不只
是项目内容不同，甚至进化程度
上也不同。 我们实际上也经历了
反复审视、思考的过程，不断反
思“为什么”，从“公”的概念出
发， 思考究竟是为什么人做事
情、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做。

李海：“与中国公益共成长”
有这么几个意思。 首先，招商局
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与祖国共命
运，与时代共发展”，招商局基金
会也分享了这种价值观； 其次，
我们认为，中国公益事业还远未
成熟，还需要不断成长；最后，由
于基金会在公益行业中处于协
作价值链的前端，其拥有的资源
可以引导行业的发展，这既是优
势，也是责任。 我们愿意和其他
伙伴一起， 承担起这个责任，推
动中国公益事业的积极成长。

《公益时报》：招商局基金会
近年来的年度公益支出比例都
非常高，在 60~80%，也是因为确
实没有筹款方面的压力吧？

李海：我们团队也在思考这
件事情，每年年底，招商局集团
发个通知，各单位就把钱捐过来
了， 以前我们也觉得理所应当。
但近两年我们在反思，其实招商
局应该对旗下捐钱的企业有更
充分的反馈。 从去年开始，我们
给出资方的反馈就更多了，接下
来还会更完善。 基金会就应该做
得像个基金会。 什么钱都不应该
是这么容易就拿到手的。

公益项目应该是自然生长
出来的

《公益时报》：招商局基金会
参与行业支持中，有哪些体会？

李海 ：简单总结就是，中国
公益行业还很年轻，有很多发展
初期的问题。 相比之下，商业机
构的生态非常丰富，专业化能力
非常强。 在初期发展阶段，大家
要做的就是不断学习、实践。 我
们要学习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的
先进经验，而不仅仅觉得自己在
做有使命感的事情，任由感性因
素推动。 需要更冷静。

黄奕：有的人可能不爱听这
个，但行业生态有自然生长的过
程。 我甚至觉得行业中，有的公

益机构是可以自生自灭的，这也
是生态的一部分。 从整个行业的
眼光看，健康的生态才能生长出
更多优秀的公益组织。 招商局基
金会发展到今天， 已经第八年
了，前几年，我们的精力主要在
议题领域， 在自身的专业技能。
今后，我们还会更多聚焦于行业
发展，推动生态的改变。

《公益时报》：基金会的项目
与招商局集团自身业务有怎样
的结合？

黄奕：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战
略定位是行业中的拼图者。 我们
有一张图，将公益产业链上的方
方面面呈现在上面，大家各自分
工、协同。 我们作为资方，可以接
触到很多资源，包括企业本身的
专业能力。

基金会的“灾急送”项目就
是基于这样的联系。 救援期间，
我们意识到大量救灾物资需要
专业运输，于是找到集团旗下专
业的公司，他们也非常愿意做这
件事情。 到今天，灾急送的模式
在紧急救援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这也是基金会作为企业公益平
台的作用。

李海：我们希望公益项目是
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拍脑袋决定
的。 从成立到现在，我们的资助
理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主要就是
基于我们对社会问题不断深入
的理解。 基金会首个自主研发的
资助计划脱胎于合作伙伴项目
环节上的调整。 资助计划出台
后，也每年都会有些修订，就像
商业产品的迭代一样。 我们研究
资助计划的假设条件，监测评估
正在落地的项目，从效果和影响
回到目标，再看看哪些新的需求
要回应，哪些资源还可以整合进
来……这个过程一定是慢的，如
同种子发芽、树苗成长，急不来，
但既是自然生长，我们就有理由
乐观，最终能见到蔚然成林的一
天。

扶贫是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重要工作领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