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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资产 15%将投入
另类资产管理

《公益时报》：此次你分享的
内容是关于“另类资产和高校基
金的关系”， 你是基于什么视角
来观察和解读这个问题的？

唐宁： 从国际惯例来看，高
校校友捐赠基金相当大的比例
是配置到另类资产中的。 另类资
产的特点是投资风险较高、投资
期限相对较长，但如果投资投对
了的话， 对应的回报也会较高。
如果是单纯比较短期的类固定
收益的，或者是更加标准化的一
些产品，其收益往往不够理想。

所以，若从一个组合投资资
产配置的逻辑来看，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投资期限较
长的另类资产投资，无疑为慈善
机构提供了获取更大回报的可
能。 意味着他们可以将这部分资
金更多的用于慈善公益项目。

我有一个预见：10 年之内，
中国的慈善基金会、高校校友捐
赠基金至少有 15%的投入进入到
另类资产投资和配置，不排除该
领域特别优秀突出的机构甚至
可能达到 50%的另类资产投资。

《公益时报》：这当然是一个
很好的愿景。 但在这期间我们是
否也要充分考虑其中可能产生
的风险？

唐宁：就投资逻辑而言，风险
防范最适合的方法就是做好资产
配置。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基
金会在做基础资产配置的时候，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构建，而
不是细化到具体资产类别中应甄
选哪些具体产品，那些应该属于第
二步、第三步要做的事情。

慈善资产管理要想实现最
优化， 最根本的是做好资产配
置，继而才能做好投资并有效抵
抗风险，这是其根本逻辑。

《公益时报》： 那么在你看
来，我国高校基金会在慈善资产
管理这方面发展现状如何？

唐宁：其实目前我国高校慈
善资产的管理还处于非常早期
的发展阶段， 规模都还相对较
小。 更加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资
产组合方面，基本都属于过度配
置了类固定收益这种极低风险
的投资项目，甚至是无风险的投
资产品。

《公益时报》：这种投资形态
算“保守”吗？

唐宁：我觉得可以用“保守”
这个词，但我觉得若无专业性的
打理进行投资的话，因此失去重
要的发展机会，那也是非常可惜
的。 那就等于把校友的爱心和社
会的资源都给浪费了，而这种投
资形态也是非常不可持续的。

我们都看得到的一个事实
是，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需
要， 高校的科研投入会越来越
大，相应的科学教育的资金注入
也必定不是小数目，如果在这方
面并没有较高的投资收入做支
撑的话，高校发展本身也会陷入
瓶颈。 毋庸置疑：没有发展的风
险是最大的风险。

《公益时报》： 这其实又涉及
“什么样的人具备管理慈善资产的
能力”这个问题。 对于慈善资产管
理人才的输入，你有什么建议吗？

唐宁：当下的实际情况是我
们具备这样的金融环境，从市场
的角度来讲，也能找到这些有能
力做好慈善资产管理投资组合
的人才，这种情况下，公益慈善
组织与这些人才的对接不妨尝
试双方合作的方式。

比如，现在一些高校对慈善
捐赠资金的管理方式就比较多
样化： 有的是自建团队进行管
理，有的是通过建立外部合作进
行管理。 从这些年的实际运作结
果来看，后者这种合作方式似乎
是非常可行的。 特别是在高校基
金会发展早期， 人员配备不足，
资源相对匮乏，做项目又不足够
专业的情况下，就完全可以通过
与外部合作的方式来推动项目。

当然， 高校基金会与外部
合作并非将所有东西都一股脑
交给对方， 自己变成“甩手掌
柜”，基金会自身也应具备能够
欣赏、 识别和管理外部合作机
构的能力。

我觉得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我们国内这种专业环境已经在
萌芽当中，还需要大家合力向好
推动。

战略 CSR 助力企业实现
双赢+多赢

《公益时报》：你如何理解企
业社会责任？ 现实工作中，你对
宜信团队在这方面的具体要求

是什么？
唐宁：当下各方对于企业的

要求比二三十年前高得多。 过去
我们对一家企业的界定标准就
是不违法不违规、 创造利润，解
决就业就可以了。 但现在人们对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了更高期
待，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概念
也比昔日更加明确。

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国际上
已经形成了许多关于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非常领先、非常棒的方
法论。 例如哈佛商学院提出了一
个目前愈加被人们所认可和践
行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叫做
“战略企业社会责任”，该理论强
调任何一家企业所倡导的社会
责任应该和主营业务相关，如
此一来方可赢得所有员工的理
解， 并能积极参与。 在此过程
中， 可以让员工们充分建立主
人翁意识， 加强对公益慈善的
理解和感知， 构成一个良性的
闭环。 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推
动起来不仅成本低、 效率高，而
且可以更好地调动现有资源，实
现可持续发展。

就拿宜农贷来说，这个项目
是我们将宜信原有的网贷业务
平台拓展至公益慈善领域的充
分体现。 现在我们宜信所有的同
事都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能够参
与到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当中而
深感自豪。 包括我们在业务推进
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风控管
理能力，不仅可以应用在商业领
域， 公益慈善领域亦同样适用。
我们与各地二十多家机构展开
合作的同时，也很好的利用了我
们的风控能力。

另外，十年前我们刚刚开展
宜农贷业务的时候，主要是点对
点的精准扶贫，当时是通过城市
爱心人士与贫困农村地区的妇
女企业家直接对接。 比如您捐出
的 100 元钱就可以帮助到陕西
西乡地区妇女的茶叶创业项目，
捐赠高效而精准。

到了 2013 年，我们开始尝试
公益 2.0。 在这个层面上，农户得
到了资金扶持， 生产出了产品，
建立了信用， 但销路如何打开
呢？ 这是个问题。

经过我们反复地研究论证
发现，当地的产品之所以打不开
销路、卖不出去，根本原因是产
品设计不好。 比如说某款农产品

很好吃很新鲜，但是外包装很粗
糙很难看，没能呈现出令人赏心
悦目之感。

这时候，宜信团队的设计能
力就派上用场了，我的同事乐于
贡献出自己的设计专业能力，赋
于这些农产品美观可人的外包
装，好吃又好看，一下子就帮助
他们解决了难题。 我们在日常的
客户答谢、员工关怀、业务竞赛
激励等方面也能帮这些农户消
费不少产品。 这应该属于宜信践
行公益的第二阶段。

到了今天，中国扶贫攻坚取
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要面对的
就是如何更大范围、 更大力度、
更具规模和系统地解决乡村振
兴及三农领域的诸多现实问题。

这时我们又提出了宜信公
益 3.0 模式， 就是建构一个开放
平台。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宜信
已经打造出了一个相对成熟和
完善的生态体系，无论是我们的
合作伙伴、客户还是员工，都在
这个体系当中良性循环、各取所
需， 是一个健康而高效的体系。
现在我们愿意将这个平台开放
出来， 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个体
系，发掘和使用自己所需的资源
和合作方，而不必再从零开始打
造自有新平台。

比如他们可以对接原本只
与宜信对接的一些产品， 打上
自己的企业 LOGO， 分享给自
己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等，
非常的便利高效。 这样不仅满
足了他们自身的某些基本需
求，也很好的践行了社会公益，
一举两得。

宜信财富业务主要是服务
于国内高净值人群和高端机构，
其中的企业家和企业也想做公
益慈善，但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

拥有我们这种专业团队。 我们会
把这个平台开放给他们，把我们
积累的资源和建立的能力给他
们，将原本宜信单独拥有的机会
和资源无偿分享给更多有需求
的企业和群体，无形中就大幅提
升了规模化效益。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所做的
这些公益慈善活动始终都是和
主营业务相关的，牢牢地根植于
互联网金融的网贷业务，这种模
式不仅助力了我们自身的管理
运作，也帮助到了我们财富管理
的客户群，提升了客户黏性和认
可度，整个运作架构是一个可持
续的正向循环。

你想想，通常哪里去找这么
自然契合、企业内外部结合这么
紧密，而且确实行之有效的模式
呢？所以我觉得“战略 CSR”在中
国大有可为。

《公益时报 》：你眼中的 “企
业家精神”是怎样的？

唐宁：我觉得新时代下的中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精神
包含了一种不懈的坚持和专注
坚韧的“匠人精神”，对质量有着
负责任的“死磕”，而非单纯追求
速度和规模。

可以说， 容易赚钱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 我们下一阶段需要特
别练好内功，需要以“匠人、匠心”
的修身与精进，重新出发，这对下
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未来中国企业家、 创业家的人
生经历应该与社会责任直接相
关，企业通过战略 CSR 的方式完
全可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如果我们能做， 为什么不
做，为什么不去把它做好呢？ 所
谓“宜人宜己”，只有让各方都有
所收获，自己也才能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

7 月 9 日上午 10 点，在天津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二楼贵宾室，《公益时报》记者见到了宜信公司创
始人、CEO 唐宁。此前一天，在“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南开峰会”上，唐宁做了主旨发言。作为财富管
理领域的企业代表，唐宁认为，未来十年，如果慈善资产能够为母基金提供资金来源，将有利于丰富长
期资本的形成路径，也将促进慈善基金的增值保值，提升整个慈善资产的管理水平。

唐宁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他赴美攻读经济学。学业完成不久，他在华尔街开始了自
己的金融职业生涯。 2000 回国后，他成为国内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之一；2006 年，唐宁在北京创办了宜
信公司。

采访中，唐宁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创业 13 年来，如今的宜信已经走出事业初创期的艰难，在资金
基本充裕的前提下，目前更致力于高质量和高社会回报的项目运作。 多年的实践也使他更加笃信一个
道理：战略 CSR(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在未来中国大有可为，可以助力企业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当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己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吗？ ”
唐宁略沉吟之后说：“就成功的定义而言，金融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所谓‘宜人宜己’，只有给

他人带来更多收获，自己也才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

唐宁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