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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27日凌晨，百度
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郭力在朋友圈
以“貌似消息不胫而走”开头，表
明自己下月将从百度离职。

仅在 18 天前， 担任李连杰
创办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三年多的李劲宣布已入
职三一公益基金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秘书长肖隆君的辞职申请得到
理事会批准。

多位大型基金会秘书长扎堆
离职，有人认为这是好事，说明中
国公益一批“职业经理人” 终于

“流动”起来了。 但他们为何离开
有官方背景或实力雄厚的大型基
金会？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公益
圈管理层开始走向职业化？

什么是公益职业经理人？

“忌讳用这个词吧”，在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 24 年，
与国内最早的知名公益项目“希
望工程”共同成长的涂猛，半年
前辗转加入企业基金会———浙
江传化公益慈善基金会。 他表示
对公益职业经理人一词并不熟
悉。 仅从“职业经理人”来看，他
认为该词源自商业，注重于“术”
的层面， 公益仍以价值观居首
位，不太一致。

从商业领域入行的胡广华，
2013 年起担任民政部主管的社
会组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
书长。 他原是联想集团董事长柳
传志的秘书、联想和神州数码的
高级职业经理人。 胡广华认为基
金会与商业公司相同的地方是
两者都要提供好的产品，满足百
姓需求，不同点在于公司有明确
的股份及投资人，基金会里没有
股东。 企业主出资创建基金会，
基金会资产就归属于社会，不属
于个人资产。

为重新释义公益职业经理
人，胡广华引用了柳传志提出的
“船长”比喻。 联想集团还未进行
股份制时，柳传志比喻股东为船
主， 自己则是被雇来开船的船
长，如要船开得好，船长得尽船
主的责任。“‘遇上风浪，我就是
船主，要与船共生存。 ’职业经理
人是有担当的，不是遇到风险就
跑了。 ”胡广华说，船到岸后，船
长不再是船主，心甘情愿地按事
先约定拿自己的那份收入。

胡广华明确基金会秘书长
虽非法人， 不拥有基金会资产，
但是他行使秘书长权力的时候，
得把自己当理事长，要担法律责
任，也把公益当一份事业。

目前已是三一基金会秘书长
的李劲持有不同观点。“秘书长要
做好， 一定要对所在机构有强烈
认同感”，正因为如此，秘书长的
工作与职业经理人中的“职业”起
冲突， 秘书长并非公益行业的职
业经理人。他理解，在商业领域的
职业经理人需满足三点要求，一
为专业专职，二是权责清晰有限，
三是付出与收获或强相关。 它是
指以专业的能力及方法高质量地

完成有限的职责， 商业职业经理
人有明确的目标、 考核标准去限
定职能的完成情况和权限的边
界。反观公益领域，则强调奉献及
志愿精神，它是以使命为基础，以
价值观驱动的。 因此，社会、公益
领域和秘书长本人都对秘书长的
角色抱有无限的心理预期。 权责
无边界， 不仅要完成机构发展的
目标， 还要以整个行业和全社会
的发展为使命。“相比之下，项目
总监或部门负责人等职位的权责
更清晰， 更接近公益职业经理人
定义。 ”李劲说。

在一家小型公益基金会担
任副秘书长的李俊莉则提到一
则小故事。 她约一位新朋友见
面， 对方一听李俊莉是做公益
的，竟反应激烈，忙问“你是不是
很缺钱，是要借钱吗？ ”李俊莉此
时才意识到公众对公益仍有许
多误解，觉得公益人就该穿得破
破烂烂的，不拿工资，都是无私
的志愿服务。“不能道德绑架
我。 ”李俊莉最早从一家自闭症
机构做起， 拿 1800 元的月工资
在北京城里奔波 2 个小时上班，
而后辗转几家小型基金会担任
副秘书长、秘书长，算下来也有
14 年的公益经历。她认可公益职
业经理人的概念，这意味着做公
益是一份能拿体面工资、有假期
有生活的工作。

当然，这也意味着公益职业
经理人有自己的职业操守，遇上
要求围绕商业产品宣传去做的
公益活动，她不做。

为何流动？

没人能说清这波公益职业
经理人的流动潮具体从什么时
候开始。

外资猎头公司工作的陈林
最早接触挖公益人的客户是在
2012 年。2011 年福耀玻璃集团董
事长曹德旺建立的河仁慈善基
金会通过猎头寻找高层管理人
后， 陆续有过几次这样的案子，
多集中于家族型基金会。“但也
只是几例而已”。

北京善远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专注于挖掘公益行业的人才，
其创始人刘欣则感到，更密集的
流动应是慈善法颁布后。 慈善法
实施使拥有大量财富的中国企
业家开始关注到公益慈善领域，
寻找具备专业素质能力的公益
职业经理人，以更顺利地合法合
规开展基金会项目。 刘欣坦言，
目前这一观点并无数据支持。

“我们团队在 2014 年入行的
时候， 大家还是羞于谈‘跳槽’
的。 ”刘欣补充，当时大家对于离
职跳槽， 商谈薪资都表现得非常
含蓄，并无意识主动去换工作。有
人甚至担心会不会有人提“你这
样离开对不对得起这个单位”。

李俊莉回忆自己初次踏入
这个行业，跟随自闭症医学专家
学习两年，到一家自闭症机构工
作。 6 年间，她和同事一起从零开
始搭建自闭症教师培训的体系，

出过三本书。 她突然感到职业危
机：在往返机构的班车上，老师
们担忧如果自闭症的针对药物
研发后，他们这些辅教人员将无
用武之处。 自己所处的圈子太狭
隘了吗？ 仅做自闭症圈是不是不
够的？ 该出去看看吗？ 决定到更
高平台以看得更远、 扩展自己
后，李俊莉提出了辞职。

“每次的离开都像是自己亲
手养大的孩子交给他人”， 李俊
莉其实也有诸多不忍。 这也被视
为公益职业经理人流不动可能
的原因之一。

涂猛将公益分为三块，一块
从体制内长出来，一块是市场里
长出来的企业基金会或家族型
基金会，还有草根的、社区的第
三块。 涂猛认为自己对第二块较
为陌生，在体制内基金会呆了二
十多年后，想体验在体制外的非
公募基金会工作。

对于百度公益基金会相关
的话题，郭力表示不便透露。

流向哪儿？

非公募基金会成为公益职
业经理人流向的一大选择。 2016
年 1 月 15 日， 传化集团股东一
致同意捐出总价值 30 亿的现金
和有价证券，注入正在筹建中的
传化公益慈善基金会。

涂猛在众多橄榄枝中挑选
了这枝，于 2017 年 6 月正式担任
传化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传
化集团董事长以一句话打动了
涂猛，“我们（中国）有三千多万
长途客车司机， 他们生活艰辛，
该怎样帮帮他们。 ”涂猛认为这
是有大格局大情怀的企业家。

涂猛将企业基金会分成三
个类型，一类为功利型，与企业
营销走得比较近；第二类为战略
协同型，它不为某个商业产品直
接服务，但是需回应企业美誉度
要求；第三类则完全关注公共利
益。 传化基金会介于第二类与第
三类之间，当初选择主要以价值
观匹配为导向。

2017 年 7 月 25 日， 美的创
始人、美的集团实际控制人何享
健在广东顺德宣布总额 60 亿元
的捐赠计划，涵盖股权捐赠和现
金捐赠。 由何享健个人于 2013

年 12 月创办的基金会更名为和
的慈善基金会。 据悉，该基金会
通过猎头长时间寻找合适的公
益职业经理人。

由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巧女捐资近
30 亿成立的巧女基金会，日前也
同样高薪聘请专业的公益人才。

涂猛称自己目前的工作主
要是全国各地跑，观察了解卡车
司机的需求。 区别于普通的企业
基金会，传化慈善基金会保持了
较强的独立性。 其基金会治理结
构比较开放，理事会成员近一半
来自于企业外部，捐赠人对基金
会的日常管理也不过多干预。

非公募基金会无需公众筹
款， 涂猛相比以前要从容多了。
他将公益产品链条充分延伸，体
验卡车司机连续行驶三十多个
小时的生活，依据卡车司机的需
求开发互联网+产品， 不再是过
往短平快的公益产品。

据陈林观察，能够高薪聘请
职业经理人的主要是企业型或
家族型基金会，“他们觉得这个
事挺大的， 不想随便找个人来
做。 ”因法律法规的限制，公募基
金会在人员管理成本不超过年
度捐赠额度 10%的情况下，很难
出高价聘请公益职业经理人，也
不愿将资金花在猎头寻人上。

因高薪聘请，公益圈有声音
质疑公益职业经理人纷纷为了
更高的薪酬而流动，与公益初衷
不符。

对此，刚刚履职的深圳市建
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金动未来
创始人霍庆川算了一笔账。 他在
大学期间退学到扶贫基金会专
职公益 7 年，他称自己离开中国
扶贫基金会时工资每月 6000
元，新东家淘宝社会责任部门薪
资为每月 15000 元， 约为原有工
资 2.5 倍，如果折算股票，则为 5
倍。 即使到其他商业公司，霍庆
川认为当时的薪资也约为原来
的 3 倍。“如果一个人薪资长期
低于正常的市场估值，他内心是
比较煎熬的。 ”霍庆川称之为补
偿性或报复性的薪资增长。

此外，流动至薪酬更高的地
方并不意味着其没有使命价值
观。 霍庆川称自己每回流动都是
奔着做事去的，有时难以言明究

竟是薪酬还是价值观吸引公益
职业经理人，外界记住的只是一
个结果。

霍庆川还强调，如果拉开时
间长度，公益职业经理人的选择
将在商业-公益-商业等各个领
域回转，不能说公益职业经理人
都奔着商业走了；拉开空间维度
来看，仍有许多商业人才涌入公
益市场，从大的整体而言，并没
有剧烈的流动。

真正的流动

“流动起来就是好事情”，胡
广华不赞成评判究竟是以价值
为导向的流动好，还是以薪资为
导向的流动更好。 他认为只要挪
动起来就有新位置，公益职业经
理人带着他的经验流动到机构
外部去，才能真正带来观念的流
动，否则“一个秘书长干了几十
年，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创新，还
发着同样的牢骚”。

“‘老而不死，死而不僵’的机
构也将死了、僵了。 ”霍庆川补充
道，某些公益机构并没有以真实的
成本运营，因而即使运营受阻仍可
以如僵尸一样存活。如果从整个公
益行业的资源配置来说，人员的流
动将为这些机构进行“安乐死”。僵
尸机构的减少将释放更多资源，提
升行业效率，人尽其用。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心
实时统计， 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全国范围内已经注册的基金
会数量达 6471 家， 截至 2015 年
末净资产达 1204 亿元。

据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7）》 数据分析 ，2005 ~2016
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年均增长
率达到 29%， 其在全国已注册基
金会总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截
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非公募基
金会 3980 家，占全国基金会已注
册总数的 72%。

霍庆川进一步指出，公益行
业的主体在增多，他们对于资深
的从业者需求量也会增多。 部分
公益机构内部的人才出现冗余，
无法给予员工更好的发展空间。

“大家族只能有一个族长， 一个
基金会只有一个理事长。 ”作为
一个公益职业经理人，你很清楚
你的边际效应在下降，继续做下
去将是负收益，最好的选择当然
是流动。

“公益行业可用的人才状况
堪忧。 ”刘欣经过三年的公益行
业咨询工作后如此认为。 他将行
业人才划为三个层级，分别是领
导层、中间层及基本层。 处于领
导层的通常是公益行业在中国
起步开始就已加入，履历丰富的
领导型人才，目前较为稀缺。 大
学毕业的基本层人才有冲劲也
有创造力，到了中间层则出现一
定断层情况， 约为 30 岁的他们
面临较大生活压力，公益行业的
薪资水平此时并没有多大涨幅，
不足以支撑家庭生活，大部分中
层公益人员正在流失。

（据《南方周末》，略有删节）

“公益职业经理人”流向何方？

� � 有着 24 年公益经历的涂猛半年前加入传化基金会。 图为涂猛在
服务于 3000 万卡车司机的公益产品“传化·安心驿站”启动发布会上
作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