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News 新闻
２０18．1.9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06

公益产品“规模化”的典型试验样本
一年前，15 家公益机构在上

海联合推出“中国好公益平台”，
力推公益产品规模化，聚焦于公
益产品“小而美”与规模化的矛
盾。 平台一经推出在行业中掀起
观点争锋，一是公益规模化是否
该当真？ 二是公益小而美与公益
规模化是否冲突？

当时， 该平台的召集人、南
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甚
至抛出观点，“公益创新不求规
模化，就是花拳绣腿。 ”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基
金会发展论坛当日，一场主题为

“先锋、探索与共创 公益产品规
模化的中国实践”的平行论坛在
成都上演。

现场，公益项目规模化是否
是小而美项目的发展阶段？ 规模
化究竟该如何发展？ 一年成果如
何？ 等问题被频频触及，现场参
与者都试图在为怎样打好“公益
共创”这张牌寻找着答案。

社会需要好项目

2015 年，由国际 NGO 引入
并逐步本土化的公益项目海惠
小母牛（简称“小母牛”）在中国
运作整 30 年， 逐步确立了市场
化扶贫模式：向村民传递市场观
念，教他们观察消费趋向和市场
需求，帮助他们打通中间环节对
接市场。

但这件“授人以渔”的事情，
却在实施中遇阻。 受到直接捐钱
给农民会更好观点影响，“小母
牛” 项目的企业筹款数不太顺
利，机构直接下调了未来 5 年内
的助贫农户计划数量。

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公
众光有善心不足以支持小母牛
这样的公益体系长期发展，期待
耐心资本进入公益市场。 ”

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
是一家 2011 年成立于四川成都
为临终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关怀
的公益组织。 经过几年发展，十
方缘已经为近 10 万人老人提供
了心灵呵护，但这与中国庞大的
老人群体相比，还远远不够。

绿色潇湘是致力于湖南省
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家公益组织，
同样于 2011 年成立，通过几年的
发展机构能连接到 2500 人参与
环保活动。 整个湖南省所有的环
保组织加起来这个数字可以翻
10 倍到 25000 人，但相对于要解

决的环境问题仍显不足。
作为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发

起方，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
永光认为：“中国慈善行业的资
产还非常小， 基金会总资产不
高， 社会组织创造的 GDP 在总
的 GDP 中所占的份量非常小，
美国在 10%以上， 公益项目不应
都满足小而美，其实有着非常大
的社会需求等着好项目。 ”

2016 年，徐永光在赴天津市
民政局的一次调研中了解到，这
一年天津市计划 2 亿元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最终仅花出
去 7%左右。 他觉得，社会组织承
接政府购买能力不够，公益项目
一定得规模化。

2016 年 11 月 23 日，15 家公
益机构在上海联合推出“中国好公
益平台”，力推公益产品规模化。

平台联合机构认为，当前注
册公益组织数量快速增长，而二
三线城市的新组织大部分不在
传统公益圈的视野。 各地成立很
多枢纽组织和孵化器，但重要功
能之一是吸引优秀公益项目落
地本地。 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的大背景下，公益机构的影响
力小，难以回应社会问题。 而各
类机构的研发能力、 筹资能力、
项目甄别和落地支持能力不足，
也缺乏规模化的模式、资源支持
和落地伙伴。

随即，中国好公益平台形成
了品牌创建机构、 枢纽合作基

地、项目示范机构、联合共建机
构、战略合作伙伴、指定服务供
应商的六方共建机制，并将优质
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
对接的平台， 通过整合各界资
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
产品规模化，高效、精准、大规模
地解决社会问题。

探寻“规模化”

贺永强是四川省成都市和
川公益发展中心的创始人，该机
构的公益项目“爷爷奶奶一堂
课”在全国影响颇大。 项目通过
邀请本社区德高望重有一技之
长的老人，走进校园或社区活动
中心， 为孩子们讲述本地文化，
采取标准的 10 节课方式， 使孩
子们产生对社区的文化认同。

据贺永强介绍，最初项目推
广时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文化
的多元化，这给乡土教育规模化
带来挑战。 由于各地文化的差异
性，项目用于北京与河南的教育
内容不一样，不能组成边界非常
清楚的产品，不加改变的直接投
射进去。

各地文化的差异性给贺永
强带来新的思考，是否可以统一
执行流程， 形成规范化操作手
册？ 这种方式在后续推广中被一
一验证了可行性，成为这一公益
项目规模化的基本路径。

在与中国好公益平台结伴
一年后，39 个城市、24 个省、150
家在地方的社会组织成为合作
伙伴，这也是“爷爷奶奶一堂课”
公益项目规模化后的成绩。

贺永强说，“原先项目讲究
小而美， 在一个地方做的很精
彩， 但再精彩也只是一个故事，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且非常具
有多元性， 一旦规模化以后，呈
现出的文化价值是五彩斑斓的
更加具有内容，这夯实和增强了
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乡土教育和
识别乡土教育的信心。 ”

项目的火热必定迎来了更
多追随者。

田帅是宁夏昊善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的总干事，这个成立于
2013 年的机构将项目焦聚在青
少年和儿童领域，经过三四年的
发展项目在本土具有一定影响
力，但扩张成为当前机构的首要
目标。

此时，“爷爷奶奶一堂课”在
中国好公益平台通过多方孵化
后已经历过多次路演，项目较为
成熟，也形成了标准化、规范化
的操作流程。 同样，田帅的机构
也正在接触中国好公益平台，很
快“爷爷奶奶一堂课”被复制到
田帅的机构里， 进行体系化、模
式化的规范。

携手中国好公益平台半年
后，田帅的机构较快成长，从项
目落地、签约、学习、培训均得到
改变，机构的项目在标准化实施
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

“我们的机构在本地就相当
于小卖部， 没有批发商供给，通
过好公益平台，有了供给方大平
台，这解决了供给和服务两者间
的需求。 ”田帅说。

贺永强觉得，这就是规模化
的价值。

“规模化节点到来，再进行
裂变， 是之前 0 到 1 不可比拟
的， 这是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到了一个节点以后是爆发性的
增长。 这同时要求机构在产品上
不断地迭代、创新，给伙伴更多
价值。 ”贺永强说

“规模化”并非一帆风顺

其实，公益项目的规模化之
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黄庆委是平台联合发之一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项目官员。 早
期，他觉得公益项目规模化比较
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各地
找到伙伴复制。

2016 年 12 月， 中国好公益
平台举行首次路演，六大机构总
干事聚集路演现场，目的就是为
让项目落地， 即便有着如此阵
势，但问题还是来了。

平台受追捧的热度远远超
过管理团队预期。

据黄庆委介绍，路演后有时
一个公益机构会派出 30 名员工
前来学习项目，平台的管理团队
根本顾不过来，优化管理后仍会
出现 1 人对 100 名伙伴提供服务
的场景，即便平台提供个性化资
助资金补充管理团队人手，但新
问题仍然出现，一下子聚集了二
三百名机构伙伴。

“面对如此多的伙伴，怎样
链接更多的资源，给予品牌和机
构治理支持，除了政府购买还有
无其他可操作性都是平台规模
化遇到的挑战。 ”黄庆委说。

交出成绩单

经过一年的运行，中国好公
益平台交出了自己的成绩单。 这
份成绩单由“落地机构数”、“直
接受益人数”、“市、县、社区服务
数量”、“撬动资金数量” 四个指
标构成：

据黄庆委介绍， 第一个指
标，落地机构数。 即一个产品在
另一个城市被复制的机构数量。
增长最快的是“公益小天使”，全
国已有 293 个城市在开展活动，
每个月都有一次主题活动；“爷
爷奶奶一堂课”， 有 6 个试验地
区，150 个课堂；投入 100 万开设
1 个“南关厢素食馆”，现在在中
国已开设 12 家， 单店盈利超 30
万，盈利部分继续给慈善造血。

第二个指标， 直接受益人
数。“儿童安全五防课程”2016 年
受益人数 83 万，今年增长到 150
万。 服务服刑人员子女的“彩虹
村助学计划”2016 年还只有 7 支
队伍，今年已增长到 26 支，服务
人数也从 128 人增长到 528 人。

第三个指标，市、县、社区服
务数量。“女童保护”服务了中国
620 个市、县，接近全国市、县的
1/4。

第四个指标，撬动资金数量
明显增长。 平台由六方联合共
建，品牌创建机构是好公益平台
的核心资源，小而美伙伴也有大
理想， 达到让更多的人受益目
标。

截至目前，中国好公益平台
有 15 家联合共建机构、12 家战
略合作伙伴、43 个品牌机构、42
家枢纽基地、 品牌示范机构、专
业服务指定供应商等六方面，覆
盖全国 7000 多家社会组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
在平行论坛现场表示，“对于平
台的未来，我们更应该关注，第
一， 公益服务的商业运作创新
及其边界。 公益服务如果商业
运作嵌入其中， 公益和商业的
边界在哪？ 第二，公益服务对社
会痛点的关注与选择。 第三，公
益服务与政府民生保障对接。
不能忽略政府在民生保障方面
的主题，进行有效对接。 第四，
公益服务规模化效率评估与测
度， 哪些成指标的体系来帮助
测量。 ”中国好公益平台已经构建了一个覆盖范围较广的社会组织网络

� � 在与中国好公益平台结伴一年后，“爷爷奶奶一堂课” 与 39 个城市、24 个省、150 家在地方的社会
组织成为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