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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间，创新成为热词深
入到社会各个阶层。 相对公众比
较熟知的政府创新、 科技创新、
企业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外，社
会创新也成为高频词汇。

社会创新是在社会领域（包
括民生、公共服务、扶贫、养老
等）的创新。 社会组织通过社会
企业家的发现、社会企业家精神
的传播以及理念方法上的发现
和更新等进行社会创新，可以弥
补政府与市场失灵、解决社会问
题、满足社会需求。

相较于政府和企业，社会组
织因为其志愿性、民间性、对社
会问题的敏感性等特点，更容易
建构社会创新的目标，也便更容
易成为社会创新的主要推动者。

5 月 16 日，《社会组织蓝皮
书：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
在北京发布，友成企业家扶贫基
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
等社会组织案例入选。

十年间，代表着社会创新链
条的尝试和完善的社会组织，其
发展历程成为整个创新历程的
缩影。

创新需要跨界融合

跨界是社会创新的原动力。
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创新

的策略驱动下推进社会创新，市
场部门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趋势
引领下投入社会创新，社会部门
在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带动下发
现甚至引领社会创新。

2007 年， 友成基金会成立，
将探索人类发展目标作为基金
会宏大的愿景。

2009 年，友成基金会成立社
会创新支持中心，通过“研发、实
验、倡导”的运作模式践行社会
创新； 在社会组织中率先支持

“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 设立
“优秀社会企业家奖项”，支持北
京大学设立全国第一个“社会创
新学分课”； 创立公益界小型学
术论坛“新公益学社”；举办倡导
大众参与的社会创新活动“新公
益嘉年华”； 与相关机构共同推
动“社会创新比较研究”，合作出

版社会创新蓝皮书。
2014 年，友成基金会开始研

发以人为本的多维度的社会价
值评价体系———三 A 三力投资
标准与评价体系， 搭建线上平
台。 2016 年，友成基金会联合近
50 家机构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
成立中国首家社会联盟类公益
机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
圳）。

十年间，友成基金会以推动
社会公正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发
现和支持“新公益”领袖人才、建
立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网络支
持平台为使命，通过研发、实验、
倡导，打造新公益价值链，推动
更公平、更有效和更可持续的社
会生态系统的建立。

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表
示，友成的使命是搭建一个社会
创新的生态。 在这个生态下践行
三大任务，第一，研发和推广社
会价值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
第二，发现和支持社会创新型的
领袖人才；第三，搭建跨界合作
的平台。

零慧说：“基金会的使命是
要建设一个社会创新生态，生态
不是一棵树，而是非常复杂的系
统。 除了有阳光、雨露、土壤这些
外在条件外，也有大树、鲜花和
小草等植物，同时还有其他新物
种的不断产生。 ”

创新项目运作到孕育

当前，我国一些优秀基金会
的项目运作，已经进入从运作项
目到孕育项目，并在其成熟后脱
离母体，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的阶
段。

2008 年 10 月， 经国务院扶
贫办批准，“友成扶贫志愿者行
动计划”成立。 该计划旨在组织
城市有能力有意愿的人才，以志
愿服务的形式投身贫困地区，通
过社会资本的投入改变贫困地
区面貌。

友成基金会认为，影响中国
城乡社会全面、均衡、可持续发
展的最大障碍是资源配置上的
低效性，基金会希望通过构建志

愿者驿站，将其打造为一个支持
性的平台和渠道。

友成基金会对志愿者驿站
的定位是由友成志愿者支持中
心派出的专职志愿者管理和运
行的志愿者服务站，志愿者驿站
是建立在以贫困地区为主的城
乡地区的社会资源协调平台。 驿
站的核心功能是通过与当地各
界合作，发动和组织各种志愿服
务力量，为城乡贫困社区建设提
供包括人力资源支持、公益物流
渠道开发、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等
服务。

有统计表明， 自 2007 年至
2016 年底， 友成基金会已在 18
省（区、市）搭建了 130 个各级志
愿者驿站，每年组织各类志愿者
3000 余人，为贫困地区提供超过
15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服务当地
人群 130 万余人次；十年共投入
资金 5370 余万元， 通过志愿者
驿站为贫困地区和灾区募集物
资近 2.73 亿元。

2007 年至今，友成基金会对
志愿者驿站的定位经历了一个

变化，从最初的“社会组织的支
持服务平台及志愿服务项目沟
通平台”到“动员社会力量，整合
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化扶贫”，再
到“扶贫资源的高速路、扶贫人
才的孵化器”，最后到“打造社会
扶贫‘最后一公里’”。 这个定位
逐步清晰，也更加综合，从面向
社会组织的服务和沟通平台逐
步演化成为解决扶贫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终端平台。

2010 年，友成基金会又推出
了常青义教项目，组织城市的退
休教师志愿者到贫穷地区的学
校，在教学理念、管理和授课等
方面培训和提升当地的老师的
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进而提升
学生的学习能力。

随后，友成基金会又基于志
愿者驿站开发了“双师教学”和
慕课学习平台， 通过网络的方
式，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
优质教学资源课件，分享给贫穷
地区的学生和老师。 而电商扶
贫， 则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培
训，培训贫困地区人们通过网络
电商脱贫的项目。

创新需要对使命不断校准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对自
己的使命、愿景，不断进行校准，
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明确和完
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化
发展。

2007 年，友成基金会筹建完
毕并开始运作。 当年 7 月麦肯锡
派遣七人精英团队，用十周时间
为友成基金会做了关于战略定
位和能力建设的全面咨询。 第一
个五年结束后，2012 年， 受友成
基金会的委托，中国人民大学非
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友成基金
会理事康晓光教授带领他的团
队，对友成基金会接下来五年的
战略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提出了战略规划报告。

从 2007 年开始，友成基金会
几乎每年都会有新项目产生。

2008 年 5 月 12 日， 友成基
金会成立一周年。 虽 2007 成立
基金会之初的战略规划中不包
括救灾，出于本能的人道主义关
怀，友成参与救灾。 地震次日抵
达灾区后现场发现有很多应急
需求出现。 此时，民间组织与政
府之间应该呈现出一种怎样的
合作成为基金会思考的问题。 为
此，基金会推出了志愿者协调办
公室和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引入
专家资源、企业和研究者，让其
达成一种合作模式。 最终，四川
绵竹搭建起了政社合作模式，在
2013 年芦山地震救灾时也产生
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2007 年至 2013 年， 友成基
金会一直在支持草根创业者和
社会组织领导人，而商业企业被
认为是一股特别重要的主流力
量还没有被动员起来，没有加入
到整个社会发展向善的意识中。
2016 年，基金会联合证券分析机
构、交易所、投资基金，推出了上
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价体系———
沪深三板社会价值评估，并发布
全球首届 A 股上市公司社会价
值“义利 99”排行榜。

最终，这个榜单在沪、深两
大交易所和资本市场产生了非
常大的反响，一个由公益组织联
合多家商业机构推出中国指数，
对中国未来资本市场产生着巨
大影响。

面对着每年研发不同新项
目的落地，寻找项目未来潜在社
会价值成了友成既定的方向。

“基金会的精力和资源都有
限， 不一定反复投在某一件事
上，会选择非常多在早期看来具
有未来潜在社会价值的项目进
行支持， 一旦有后来者跟进，基
金会就会选择退出，并用现有资
源继续寻找其他社会价值项
目。 ”零慧说。

社会创新：发现更多社会需求的“瞭望器”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2008 年 6 月 21 日，汶川地震后第 40 日，友成基金会筹备“绵竹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为整
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资源创建多方协作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