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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影响力投资是公益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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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投资逐渐被公众接受

《公益时报》：你曾在多个公
开场合提及影响力投资，并认为
其是公益慈善发展的一种必然。
但对很多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十
分陌生的概念，我们该如何理解
影响力投资？

马蔚华 ：确实，对大多数中
国人来说，影响力投资还是一个
比较陌生的概念。 但这个概念在
发达国家提出已经有 10 年时间
了，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价值
观。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一项投
资既要有正向的财务回报，同时
也有可量化的积极的社会影响
力。 我认为它就是公益理念和商
业模式的结合、公益和金融的结
合，能够代表公益发展的方向。

传统慈善确实对经济社会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其自身也有很明显的局限性。
举个例子，以往捐赠人在捐钱的
时候可能会满足于捐赠的过程，
但后期很少或者说没有渠道去
关心这些善款是不是得到了更
好地利用、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
效果。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
渔”。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输血变
成造血，通过普惠金融、产业政
策、技术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式， 提升被帮扶对象的能力。
这既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公益
组织参与，还要考虑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一致性。 我理解的影
响力投资或者说公益金融，实际
上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公益时报 》：就目前来说 ，
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规模以及
发展潜力如何？

马蔚华：目前影响力投资在
国内还处于理念推动阶段，因为
现阶段我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

有统一的标准。 但国外已经有非
常成熟的标准体系， 比如说美
国、英国等，所以我们要结合自
身的实际情况，吸收发达国家的
经验， 同时按照联合国 17 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打造适合中国的
标准，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
的事情。

可以说，目前影响力投资已
经逐渐被大家接受。 我前年在美
国考察影响力投资，回来之后深
圳市政府邀请我给社会组织负
责人讲影响力投资，两三百人的
规模。 消息发布以后，有很多人
都希望来参加， 到最后有超过
1500 人来听。包括深圳市政协委
员，他们也都愿意去了解影响力
投资。 仅仅今年我就已经讲了几
十场，也是希望推动更多人去了
解这个理念。

《公益时报 》：在你看来 ，如
何才能发动更多投资者参与影
响力投资？

马蔚华： 最近这二三十年，
全世界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以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例，20 年前
这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几
乎没有企业做这个事情。 今天再
看，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有社会责
任委员会，都要披露社会责任报
告，没有上市的企业也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 这就说明了社会在
进步，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重视社会责任。

美国有一个多米尼 400 指
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
在美国的上市公司里按照影响
力投资的标准，选择 400 家企业
进行跟踪研究。 过去 10 年，这些
企业的收益率、回报率跑赢了标
准普尔 500 指数。 这说明，对于
能够同时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企业大家还是很支持的。
公益和商业结合是发展所需。

《公益时报》：这背后其实有

很强的商业逻辑。
马蔚华： 我经常引用德鲁克

的话，即“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
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时
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所以，我们
一方面要继续宣传传统公益慈善
的美德、理念，另一方面也要推动
理念创新。传统的理念认为，公益
机构不能搞商业， 但单纯依靠情
怀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没
有商业社会也得不到发展。 现在
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开始注重社
会责任， 开始把商业和公益结合
起来，这就是一种进步。

《公益时报 》：正如你所说 ，
影响力投资是公益慈善发展的
一种必然趋势。

马蔚华： 我必须强调的是，
我们提出的影响力投资是符合
十九大提出的“创新、 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 首
先， 影响力投资是一种创新，既
是公益的创新， 也是金融的创
新。 第二是协调，影响力投资既
强调经济效益， 又有社会影响
力。 此外，我们坚持开放的态度，
积极学习、接受国际上各种先进
的理念，希望能有更多人享受到
公益发展成果。

另外，影响力投资也是践行
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一个具
体行动。 这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力
量共同努力，让公益行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并通过公益和金融的
结合，通过商业运作，提高公益
机构的运作动力。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创新

《公益时报》：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企业家精神始终与时代
发展密不可分。 你理解中的企业
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蔚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
已经成熟起来。 一个好的企业能
够给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
而一个伟大的企业除了提供好
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
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觉
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意识

到这一点。
所以在我看来，企业家精神

主要包括以下特点：第一，放眼
全球的大视野。 比如说马云，他
最近刚刚从非洲回来，要帮助非
洲培养创业者，要保护全球的环
境，只有这样做才能在世界范围
内发挥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力；第
二，因势而变的经营观。 经济形
势有上有下， 在经济下行时期，
很多企业家遇到了经营上的困
难， 那么就要根据实际调整策
略，要与时俱进；第三，创新创业
的进取心，我觉得这是企业家精
神的核心。 创业需要付出努力，
但成功需要创新，创新就是把握
时代的需求；第四，诚实守信的
价值观；第五，回报社会的责任
感，投身公益就是企业家回报社
会的直观体现。

《公益时报》：你觉得企业家
群体给公益行业的发展带来了
哪些最为明显的变化？

马蔚华：企业家群体对公益
行业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特别大，
最明显的一点是，在他们的倡导
和推动下，整个社会都能参与公
益。 通过建立平台，比如说壹基
金、阿里巴巴公益、腾讯公益等，
很多人参与的公益想法或理念
都变成了现实。

此外，企业家在机构管理上
的经验对公益机构的影响也是
非常大的。 我们回顾历史，美国
的基金会为什么会这么成熟？ 就

是因为美国的基金会最初都是
由一些大企业家和大资本家发
起的，他们的基金会从一开始就
采用了现代企业管理、董事会领
导等方式，管理上非常科学。 所
以，我们现在也提倡用管理现代
企业的方式管理公益机构。

对于公益机构乃至整个行
业来说，也需要学习企业的战略
思维，如果没有对未来公益发展
趋势的判断，我们也跟不上时代
发展潮流。

《公益时报 》：2016 年 《慈善
法 》颁布实施后 ，公益行业规范
化 、专业化 、规模化的速度逐渐
加快。 你认为目前公益行业还有
哪些瓶颈需要突破？ 对于即将举
行的 2018 中国公益年会你有什
么期待？

马蔚华： 目前公益行业的发
展最缺乏的是专业人才， 缺乏懂
投资、懂公益金融的新公益人才。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完善整个
社会生态。 影响力投资需要完善
的社会生态， 比如说建立标准体
系、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完善法律
支持体系以及政府支持等。

因此，对于即将举行的中国
公益年会，我也希望其能够充分
发挥自身平台作用，推动解决更
多实际问题。 我也希望借这次机
会将我们的观点在更大范围内
传播，希望更多人借此了解影响
力投资，扩大影响力投资的影响
范围。

� � 今年 4 月，马蔚华出席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8 中国绿公
司年会”，并以“影响力投资：向善的力量”为主题发表演讲（网络配图）

采访马蔚华是在从贵阳市到雷山县的车上。 当天上午，马蔚华刚刚参加完壹基金“温暖包”全国启动
仪式，随即动身赶往“温暖包”发放现场———距离贵阳市约 200 公里的雷山县丹江镇固鲁小学。

在当天的致辞中，作为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除介绍了项目的相关情况，还分享了自己近年来对公益
行业发展的一些思考。 他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由过去分散的、单一的、各自为战的模式向跨界联合
转变。 而在由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及公益行业理念的转变尤为重要。

毫不意外，他再次提到了“影响力投资”。 事实上，在之前的多个公开场合，马蔚华都曾以“影响力投
资”为主题发表演讲，并大力推广这个对于普通人甚至行业内专业人士来说都较为陌生的概念。 在他看
来，影响力投资是未来公益慈善发展的必然趋势。

影响力投资的概念缘起于西方，旨在在追求良好财务回报的同时追求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在马蔚华
看来，信息化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推动公益行业进入公益与金融结合的时代，影响力投资是公益和金融
结合的公益发展新趋势。 “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方法管理公益组织，用市场的原则配置公益资源，用金融的
手段实现公益目的。 ”他说。

让马蔚华感到十分高兴的是， 目前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正在协助深圳福田区政府推动影响力投资发
展，这将在全国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12 月 21 日，马蔚华将出席由《公益时报》联合国内多家大型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2018 中国公益年会，
并将再次围绕影响力投资发表主旨演讲。 在采访快要结束时，他笑着对记者说，目前影响力投资在国内还
处于理论阶段，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那么，让他如此推崇的影响力投资究竟有什么魔力？ 对于普通人来说又该如何理解这一缘起于西方
的理念？ 其又能给公益行业带来哪些影响或改变？

� � 8 月 14 日，深圳市政协“委员讲堂”首次来到前海。 马蔚华围绕
“影响力投资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主题发表演讲（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