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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中层工作人员福音

首届“英贤奖”提名工作昨日开启

1、国内公益组织的中层岗
位， 或者是其他相关重要工作
岗位的全职工作人员， 例如项
目主管、项目官员、筹资官员、
传播官员等；

2、具有五年及以上公益组
织从业经历；

3、工作成绩突出；
4、在自身领域内有良好的

口碑和认可度；
5、 承诺长久从事公益事

业， 有志于在公益行业中实现
自身社会价值；

6、年龄 45 岁以下。
（奖项评选的最终解释权

归秘书处所有）
据介绍，“英贤奖”的前身

是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发起
设立的“金牛模范奖”， 该奖
自 2015 年始办以来， 已成功
举办两届， 在公益行业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从今年开始，
“金牛模范奖” 改设为“英贤
奖”，且以后每年都将开展评
选表彰活动。

在发布会上， 基金会中心
网执行副理事长程刚对该奖的
设立背景、设立意义、提名和评
选的标准与流程进行了说明。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张
厚业表示，将努力把“英贤奖”
打造成为社会力量面向公益行
业从业人员有影响力的奖项。

与会嘉宾也对奖项的设立表示
认同与赞许， 他们希望该奖项
的评选， 能够挖掘更多公益行
业中层榜样， 为中国公益行业
的人才培养、 公益事业的健康
发展、 社会的和谐进步提供持
久而有力的影响。

答 疑

Q1： 从 “金牛模范奖 ”到
“英贤奖 ”， 最初是因为什么缘
故想要设立这些奖项 ？

张厚业 ：2011 年我们在珠
海的时候， 和香港的求实基金
会以及台湾的其他公益组织在
探索一个新的关于人才培养方
面的课题。 我们在整个调研过
程当中就探索是不是公益人
才在全国所有的本科 （教育）
里面是缺少的。 在这个基础
上 ，2012 年 在 北师 大 珠 海分
校，我们就联系基金会中心网
和北师大珠海分校共同设立
了上海宋庆龄公益慈善中心，
这是对本科人才培养的一个
公益项目，在大学三年级开始
招生， 目前已经有将近 300 位
学生毕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
同时又在调研整个公益界其他
方面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发
现）理事长、秘书长等有很多外
出交流和培训的机会，（而）实

际上有一批人（中层工作人员）
———为什么过去叫“金牛模范
奖”呢？ 就是像老黄牛一样在机
构里埋头苦干， 这批人实际上
缺少很多交流的机会， 也不太
被社会所关注。

Q2： 设这个奖最大的初衷
是什么呢 ？

张厚业 ： 最大的初衷是捐
赠人对人才培养的高度关注。
因为不论在什么行业， 人才都
是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这个行
业可以留住人才， 这是我们最
简单也是最大的初衷。

Q3：“英贤奖 ”关注专职人
员是为了鼓励志愿者等非专职
人员向专职人员转变吗 ？

张厚业 ：不是的。（我们）出
发点很简单， 没有想的那么复
杂，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媒
体、更多的公益组织，包括政府
能够关注辛辛苦苦在一线的专
职工作人员、中层干部。 实际上
作为基金会的收入来讲， 有很
多限薪制度， 就是我们的平均
工资不能超过当地的上一年度
平均工资两倍等，他（中层工作
人员） 的工资相对来说是比较
低的。 从机构来讲，特别是中小
型的机构，有可能他（中层工作
人员）的薪水会更低。 我们提倡
的一点是基金会工作人员要有
尊严的去生存， 希望他们能够
拿到一定的薪水， 可以养家糊
口。 那谁来关注他们，比如我们
创立这个奖项，有可能（使）社
会上有更多人来关注（中层工
作人员）。 出发点就是这么简
单、单纯。

Q4： 评选完成以后 ， 奖金
是直接给到获奖的个人 ， 还是
请他所在的机构代领了 ？

程刚 ：十万块钱是税前的，
直接发给个人。

Q5： 中层工作人员都是做
公益 、做慈善的 ，有了这些钱可
能转手就捐给机构或者项目 ，
对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压力没能
起到缓解作用 。 有什么能鼓励
他们拿到这个奖金能真正用于
改善自己的生活 ？

程刚 ：我们在提名、评选以
及宣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说
这个钱不要捐了， 这个钱就是
给你们了。

Q6： 这个奖项除了给予获
奖人税前 10 万的奖励 ，还有别
的激励吗 ？

张厚业 ：还有获奖证书，以
及另外两项内容， 一个是工作
坊形式的培训活动， 还有北上
广深等地优秀公益组织的参访
机会，获奖者都可以参与。 这些
统一交由秘书处操办。

Q7：本次 “英贤奖 ”对入围
者的学历有要求吗 ？

张厚业 ：没有学历要求。

Q8： 对入围者所在的国内
公益组织的性质是否有限制 ，
比如企业基金会 、 民间基金会
都可以吗 ？

程刚 ：没有限制（机构）是
什么性质。

Q9：如何推荐和评审 ？
秘书处 ： 这个奖项不是自

己可以申请申报的， 需要由秘
书处选择提名委员， 通过每个
提名委员进行候选人提名；汇
总名单后再由评审委员会进行
集体评审。

Q10：每位推荐人可以推荐

多少候选人 ？
程刚 ：每个（推荐）人原则

上提名两个人。

Q11：这次评审不通过网络
投票 ， 而是以组织公益界专家
直接推选的方式来进行 。 除了
担心网络投票噱头性太强 ，还
有别的原因吗 ？

张厚业 ： 我们不是评模范
让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对他这个
人进行一个拉票。 第二点，（我
们） 也不希望我们的获奖人员
或者是入围人员去花很大的力
气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想
要得到网上很多的票数， 还有
可能（需要）动用更多的资源，
来号召大家。

Q12：线下组织专家推选是
否会存在业内私下拉票等一些
所谓人情方面的事 ， 本次评选
中有没有设置一些规则来避免
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

张厚业 ：这个我们不害怕，
因为要公示的、要见阳光的，只
要这个推荐人愿意这样做。 但
是（最终能被）推荐的人、入围
的人肯定是在公益界里面可以
被认可的。

Q13：奖项有没有一些条件
限制 ， 会不会出现一个人连续
几年拿奖的情况 ？

张厚业 ：他今年获奖，我们
明年就不会评他了。 他不可能
每年都在提名这里面。

Q14：今年没能评上 ，明年
还可以被推荐参加评选吗 ？

程刚 ：你今年评不上，还有
明年呢。 没有说今年提名了，明
年就不准许提名了， 也不会有
（不准提名）这样的条款。它（英
贤奖）是一个更开放的行为。

8 月 24 日下午 ， 旨在表彰和奖励国内公益组织中层岗位或
其他相关重要岗位全职工作人员的 “英贤奖 ”在基金会中心网正
式发布启动 。 来自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中华儿童少年慈善救助基
金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有
关负责人及公益相关媒体人共同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 该奖相关
提名工作于昨日（27 日 ）正式开启 。

“英贤奖 ”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发起设立 ，由该基金会 “鲁家
贤 、高文英专项基金 ”提供资助 ，并在基金会中心网设立秘书处 ，
负责奖项的日常运作管理 。 “英贤奖 ”从今年开始 ，面向国内公益
组织优秀的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相关重要工作岗位的全职工作
人员 ，例如项目主管 、项目官员 、筹资官员 、传播官员等 ，每年评
选 10 名获奖者 ，为每人提供 10 万元人民币 （税前 ）奖励以及丰
富的交流学习机会 ，鼓励他们坚守公益道路 ，为其公益事业发展
提供支持和帮助 。

“英贤奖”的前身为举办了两届的“金牛模范奖”（图片来源于网络）

“英贤奖”启动现场（图片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