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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项目平台：让好项目脱颖而出
� �“你想获得具有影响力的独
立第三方平台的星级认证吗？ 你
想经专业团队来提升优化你的
公益项目吗？ 你想要更多传播量
来提升品牌知名度吗？ 你想得到
业内大咖的倾力指点吗？ 你想要
拓宽资源渠道吗？ 你想被同行认
可吗？ 你想获奖吗……”

这段对公益组织来说很有
诱惑力的话，来自中国好项目大
赛的招募贴。 这一由中国好项目
平台发起的大赛已经于 12 月初
落下帷幕。

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共有
226 个项目通过平台官网完成申
报，157 个项目进入认证复赛，最
终有 28 个项目获得中国好项目
的星级认证。

那么招募贴中提到的这些
令人渴望的待遇都实现了吗，以
后还会有吗？ 中国好项目平台是
一个怎样的平台？《公益时报》记
者就此采访了平台秘书处单位
海南弘毅扶贫慈善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陈阳。

11 家机构的共识

据陈阳介绍，中国好项目平
台是一个以倡导有效公益为核
心的独立第三方行业支持性平
台， 由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
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 海南弘毅扶贫慈善基金会、
上海国乾公益基金会、上海弘毅
社会影响力中心（上海迁善社会
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上海弘毅
生态保护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
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上海市慈善
教育培训中心、友成企业家扶贫
基金会、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
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11 家
联合发起，担任常任理事单位,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公民委
员会担任监事单位。 平台联合发
起后， 先后又有 23 家枢纽性社
会组织以联合发起/共建单位的
方式加入，其中省级机构 13 家。

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平台
呢？“我们其实就是看准了一个社
会问题———由于现在公益行业整
个的项目质量不高， 导致公益组
织不能获得很多的资源， 而且很
受公众的质疑。 ”陈阳表示。

“公益组织的项目执行能力
不够强，所以导致项目的效果不
够好。 也就是说捐赠人的钱给到

之后， 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或
者政府购买服务给他们的钱也
就做了一些活动而已，所以我们
就针对这个社会痛点，建立了中
国好项目平台。 ”陈阳强调。

据陈阳介绍，平台将建立一
个好项目库， 制定好项目的标
准， 推动好项目的评估认证、资
源对接、大数据分析等。“我们就
是希望通过这么一套流程化的
东西来最终达到倡导有效公益
的目的。 ”

在线申报与三级指标

要实现平台发现、帮助好项
目并推动项目发展的功能，需要
载体和标准。 2016 年底平台正式
启动后，建立网站和评估指标成
为重中之重。

依靠一家捐赠企业提供的
志愿者团队的开发，中国好项目
平台的官方网站于 10 月正式上
线。“目前网站已经具备在线报
送项目、在线评估、好项目在线
宣传、好项目数据下载等功能。 ”
陈阳表示。

项目发起方注册账号完成各
项相关认证后即可报送项目。 对
于平台来说， 如何从中找出好项
目，则需要一套遴选指标体系。

平台通过招标委托上海国
信社会服务评估院制定“公益好
项目”遴选指标体系、标准及操
作手册。 在制定过程中，“我们找
到了大量的行业专家来对标准
体系做技术评估。 先后开了四次
会，都是以评估院为主，然后外
部专家来对他进行挑战。 最后做
出了标准， 今年 9 月份正式定
稿。 ”陈阳表示。

据陈阳介绍，这套指标主要
从项目创意性、规范性、有效性
三个方面对项目做出测评和筛
选，共三个一级指标、六个二级
指标、三十六个三级指标。

创意性包括创意好、 设计
好。 创意好强调找到真正的社会
问题。

规范性包括管理好、执行好。
管理好主要是管理的规范性，执
行好关注项目的执行效果。

有效性包括口碑好、 发展
好。 口碑好，就是传播的效率好，
社会认可，能够真正宣传项目的
理念；发展好就是项目的可持续
发展，一个项目只有真正能够可

持续，而不是单单依靠捐赠人的
输血才是好项目。

“指标是完全公开的，根据
反馈，未来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完
善。 ”陈阳强调。

好项目大赛与崩溃的网站

官网上线以后，中国好项目
平台正式启动了中国好项目大
赛，征集儿童、养老、减防灾、环
保和综合类等五大领域的公益
项目进行评估认证。

项目发起方通过官网在线
申报，“峰值的时候网站崩溃了
两次，因为访问的量太大了。 这
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原来以
为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 这从一
个侧面也说明社会组织确实是
很需要这样一个平台的支持。 ”
陈阳表示。 最终，在近一个月的
时间内，有 226 个项目通过官网
平台完成申报。

平台委托北京惠泽人公益
发展中心、博源拓智公益咨询中
心、成都倍力社会组织发展促进
中心、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共 5 家
公益组织及多名公益领域专家
共同开展项目评审工作。

项目在网站申报后， 通过在
线评估，得出 A轮分值。经过初选
的项目，进入 B轮复选，由评审小
组专家进行专业化复评， 得出 B
轮分值。 最终分值为 A轮分值的
30%与 B轮分值的 70%求总，根据
分值给予对应地星级认证。

总分 60 分及以上，获得“中
国潜力项目”认证，总分 80 分及
以上获得“中国好项目”认证，总
分 90 分及以上获得“中国金牌
项目”认证。

经过评审，“去远乡学手艺”、
“无障碍解决方案-让互联网拥抱
视听障碍者”、“新 1001 夜-农村
寄宿留守儿童睡前故事”、“社区
型食物银行”等 28 个项目获得中
国好项目的星级认证，其中 10 个
好项目，18个潜力项目。

12 月 5 日，认证结果在海南
举行的“优化资源配置?助力有效
公益”论坛正式发布。

“在认证和评估当中脱颖而

出，对机构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
好处的。 ”陈阳表示，例如现在的
网络公开募捐平台上有海量的
项目，有多少是好的项目大家并
不清楚。 通过第三方认证，可以
让真正有质量的项目凸显出来。

真正的好项目并不多

作为评委之一，陈阳全程参
与了大赛， 尽管有 28 个项目脱
颖而出，但他觉得真正好的项目
占的百分比是不高的，“欠缺比
较多，我觉得每个维度都有一点
问题。 ”

第一是没找准社会问题。 有
的项目没有真正针对一个社会
问题去做，整个执行的流程非常
规范也非常透明，最终就是达不
到设计的效果。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好
项目平台推动社会组织不是坐在
屋子里面设计项目， 应该做大量
的现场调研，做基线调查，基于调
查的数据找到真正的最痛的痛点
来解决社会问题。 ”陈阳强调。

第二是项目规范性方面，实
证资料提供的不是特别全。 社会
组织觉得项目执行的很好，但没
有把项目的一些实际的证据，比
如说图片、项目报告、、受益人的
反馈、签名等留下来。

对此，陈阳表示：“这个是公
益组织应该去避免的问题，要让
项目有实际的东西去证明，去传
播，这也是有效公益的一部分。 ”

第三是项目的效率性方面，
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是一个比
较大的挑战。 一部分政府购买的
项目一旦资金停了， 项目就停
止。 停止以后项目退出机制没有
建立好，对合作伙伴、受益人形
成了负面的影响。

还有一些项目是社会募资
的，面临的一个瓶颈是怎么样去
募集资金既能满足机构的发展，
又能满足项目的发展。

“我在项目总结会上也提到
一点， 被评上好项目或潜力项
目，并不等于他就是真正意义上
的好项目，因为有些项目还是需
要很多提升的空间的。 ”陈阳强
调。

为了提升公益项目水平，平
台还提供包括一对一咨询、管理
培训等多种服务。 在 12 月 5 日
的论坛上，平台就邀请行业专家
针对部分好项目进行点评，指出
问题，帮助他们去改正。

“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机
制，我们会定期做项目提升的专
家研讨会。 ”陈阳表示。

引入多方资源推动项目发展

除了认证与指导，中国好项
目平台还将发挥平台作用，为公
益项目与资源方建立沟通对接
的渠道。

据陈阳介绍，在线下，平台
会以省为单位继续举办好项目
大赛，每个季度一次，同时举办
资源对接会，把供需两方放到一
个平台上对话，让双方能够通过
好项目平台能够找到他们各自
需要的东西。

平台将为公益项目引入资
助型基金会、慈善家的资源。 同
时还在探索慈善信托的产品化，
把这些好项目作为慈善信托落
地项目推荐给不特定的捐赠人。

在线上，平台将提供公开募
捐服务。“我们会给机构提供具
体的技术支持，包括怎么把筹款
文稿设计好、项目设计好、传播
做好，帮助他们用公众能够看得
懂的语言进行筹款， 并督促执
行。 ”陈阳表示。

海南弘毅扶贫慈善基金会
作为秘书处单位，会利用自己的
公募资质在互联网公开募捐平
台上认领好项目。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用别
人的平台。 第二步我们也争取获
得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
资质。 ”陈阳表示。

据陈阳介绍，经过 1 年的努
力，目前平台上线的项目已经达
到 197 个，线下收集入库的项目
有 456 个。按照平台的规划，2018
年将上线 1000 个项目，2019 年
上线 2000 个项目。

“2020 年，我们希望通过平
台帮助项目募集资金达到 1 个
亿，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 ”
陈阳强调。

行业专家在对好项目进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