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表示： 控制烟草流
行，保护公众健康，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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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公益人的担忧：
市场化是否会摧毁脆弱的公益生态

8 月初本报记者到青岛中国
公益产业高峰论坛采访，回北京
后不两天，同被邀请到公益产业
论坛致辞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徐永光，召开了《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新书发布会。 一时间，
“公益产业化”、“公益市场化”、
“社会企业” 这些词汇又掀起一
阵言论上的高潮。

在一片公益向右的呼声中，
自然也会有反对之声，认为公益
不能成为商业的马仔。 第三部门
与第二部门的联手，会形成什么
样的局面？ 这是个一本书都写不
完的话题，这里只是将各方观点
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徐永光：
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商机

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是中国社
会企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舞
台。 杭州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对
我说：“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商
机”，这话很有道理。 ———这是
徐永光在发布会上的发言，并
表示，“‘民非+企业’ 双轮驱动
模式” 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企业
发展模式。

“英国被称为社会企业第一
大国，目前也就七八万家社会企
业，如果把中国 30 万家民非+公
司机构划归于社会企业或准社
会企业，可以说，中国已经是社
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了。 首届中
国社企奖获奖企业背后有民非
的占了三分之一。 ”

“民政部最新统计，2016 年
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 36.1

万个，其中教育、医疗、养老、文
化、体育、科技和工商业服务类
超过 30 万个。 这些与公共服务
领域相关并进行公益登记的机
构，绝大部分是私人投资的。 因
为投到公益机构的钱都拿不回
去了，他们背后都有一家公司。
自 1998 年设立民非制度以来，
这种存在模式政府心里是很清
楚的。 ”徐永光说，“2015 年，民
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0
部委发出的《关于鼓励民间资
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 明确提倡用民非+企业
双轮驱动模式来吸引社会投
资，发展养老事业，允许双方可
以进行资金借贷和财产租赁等
项关联交易 ， 并接受政府监
督。 ”

“我深信 ，公益向右，能提
升千亿公益资源的配置效率，
再造千亿市场创新空间。 千亿
是保守的，每年千亿 ，还会裂
变放大 ;商业向左，将激发万亿
社会投资。 公益与商业合流于
社会企业，公益 、商业与政府
跨界合作，形成宏大的社会创
新力量 ，将有效 、可持续地解
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 诚如
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唯有把
解决社会问题当成有利可图
的机遇，社会问题才能最终得
到解决。 ”

对于担忧的声音，徐永光也
表示：对一些坚持“初心”的人来
说， 可能会受到价值观的冲击，
甚至感觉受到伤害。 希望质疑我
的朋友， 在认真读完这本书后，
也许会认同我; 或者读出书中破
绽，给我指教。

李劲：
“商业向左”会不会摧毁
并不牢固的公益主体

“中国的商业界， 中国的企
业家，对公益大量的介入和大量
的参与，会不会摧毁中国本来很
脆弱的的公益传统？ 当然这个传
统来源很多，包括草根 NGO、西
方的源头、企业家的源头，但这
些组合起来还是非常脆弱的。 这
样一种并不牢固的组合，会不会
被当前的商业向左、公益向右时
候摧毁， 这是我最近特别多思考
的问题。 ”李劲说，“其实徐老师出
了重磅的炸弹， 这个炸弹他会在
中国的公益圈里面关于什么是公
益?什么是商业？ 公益和商业真的
可以结合生孩子吗？ 还是说在中
国的工业界实际上就像一把利刃
一样的把公益劈成两半？ ”

“第三部门的独立意志、志
愿性和非政治性、公共性等基本
要素，我认为已经被冲击得不清
楚了， 公益圈里面集结两种力
量，一种是往商业去，向商业学
习，一种回到公益的本原。 ”李劲
提出了疑问，“我们是不是有些
人回到公益的本原，或者所谓的
公益本原，有些人会在商业和市
场化的道路上狂奔，最后他们会
不会在某一个点上汇在一起，一
起对更好的中国做一个交代？ ”

李劲的担忧其实也代表了
很多公益人的想法。 知名公益人
邢陌在对 99 公益日进行探讨时
发文： 拿钱多不一定是好公益，
公益也不是商业的“马仔”，表
示： 向商业领域学习技术和方

法、获取资源，公益与商业相互
合作、相互支持肯定有助于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
同时，坚守公益价值观能够促进
商业领域更好地实现社会责任。
但把商业领域不择手段去追求
利润的价值观带入公益，是饮鸩
止渴，结果是摧毁公益。

实践的心得：
以服务对象为主体

记者在采访北京永真公益
基金会创始人周惟彦时，同样问
到过：做慈善的企业和加入商业
模式的公益组织，哪一个更对国
内环境的路子? 周惟彦讲了自己
实践中的感受：以我们儿童友好
社区这个项目来说，越做，越觉
得接近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太强
大了，所以特别考验人的智慧和

发心。 快速盈利和理想情怀怎样
平衡的问题， 常常使人纠结，现
实是，在生存面前，情怀太脆弱
了。

香港社会创业家张瑞霖在
徐永光的发布会上，讲了一点值
得学习的经验：国外的政府现在
做公共服务时，越来越多的不是
把钱给了某一个志愿团体，而是
把钱给个人，比方你是有养老需
求的， 你是有残疾服务需求的，
这个钱给你， 让你去寻找供应
商。 这一下位置转变了。 香港已
经开始推行类似的做法，比如你
要住养老院， 根据你的身体情
况，给一笔钱你自己去选，你可
以选政府办的，你可以选私人办
的等。 这样对市场冲击是很厉害
的， 有了很多竞争力的服务商，
政府还省了钱， 那才是最有效
的。

8 月 23 日下午，新探健康发
展研究中心、 中国控烟协会、中
华预防医学会等 37 家单位在北
京联名发布“加速中国控烟履约
进程———专家共识 2017”， 呼吁
中国加速控烟履约进程，以实现

“到 2030 年 15 岁以下人群吸烟
率低于 20%”的目标。

为了遏制烟草造成的致命
流行，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已经
有 180 个国家批准了世界卫生
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 公约及其实施准则
所规定的一系列减少烟草供应
和需求的措施，在国际社会已经
证明行之有效。

2006年 1月 8日，《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至今
已经超过 10年，回顾中国控烟历
程，此间专家和学者认为，虽然亦
有付诸努力，但落实仍然不到位，
尚未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

据统计，目前，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和受

害国， 有烟民 3.5 亿以上， 还有
7.4 亿人口受到“二手烟” 的危
害。 据 2012 年卫生部发布的相
关报告指出，中国每年有 100 多
万人死于因吸烟导致的各种疾
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综合报告，2014 年，
烟草使用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总
损失达 3500 亿元人民币左右。
另据科学研究预测，如果烟草流
行态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到 2０５０
年中国每年将有 ３００ 万人死于

烟草相关疾病。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中

国吸烟者总数仍呈现上升趋势。
2010 到 2015 年间， 中国国内吸
烟人数增加了 1500 万， 吸烟者
日平均吸烟 15.2 支，与 5 年前相
比，还增加了 1 支。

此间学者援引美国《商业周
刊》 的报道称，2014 全球每 100
支香烟中， 就有 43 支是出自中
国烟草总公司，烟草行业为中国
创下多项世界第一：烟草种植面
积第一、卷烟销量第一、吸烟人
数第一等。

在 23 日的发布会上， 新探
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宜群表示： 控制烟草流行，保
护公众健康，是政府当仁不让的
职责。

她认为，中国控烟的主要难
点在于要对烟草业这个纳税大
户“痛下杀手”，即使实施过程中
阻碍重重，也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和切实可行的办法，一点一点推

动控烟之路向好发展。 比如最简
单的，烟盒上采用警示图形。 目
前在烟草包装上采用图形警示
标识的国家/司法管辖区已达
105 个，覆盖全球 58%的人口，中
国的烟草包装却因烟草业的阻
挠，至今维持着“美丽烟包”的形
象和温和含糊的“文字警语”。

吴宜群认为，相较于世界各
国在控烟问题上的积极推进落
实，中国控烟显然已经属于“后
进生”，要想办法知难而进，赶上
去，否则就会被远远甩在国际控
烟大军的队末，落得个“留级生”
的被动和难堪。

据此次发布会提供的调查资
料显示：截至目前，中国控烟效果
不佳， 多项指标尚未达到世卫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标准。 根
据《公约》指标体系中的十项标准
来测量， 中国目前的控烟得分为
0，这十项标准包括是否存在烟草
赞助、产品展示、品牌延伸等，中
国均不同程度存在这些行为。

中国不能在控烟问题上当“留级生” ■ 本报记者 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