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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泽益王忠平：

坚持草根立场，不做草根机构

初心：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2010 年， 和众泽益正式成
立。 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在
此之前， 王忠平已经有了近 10
年的扶贫和公益从业经历。

农村发展管理专业出身的
他， 最开始做的是扶贫工作，但
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个人有限的
能量对农村发展来说是杯水车
薪。 于是他又投入到公益行业的
能力建设工作中。

在培训的过程中，新的问题
开始浮现，“大家都觉得生活很
困难，机构发展也很困难，并没
有一个很好的谋求发展的渠
道。 ”王忠平表示，“所以我一直
在思考， 靠资助活着的机构，如
何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能不能
有一种自我造血的模式”。

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概
念的引入让王忠平找到了新的
路径。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落
地，要依托当地的公益组织和很
多的社区资源。 王忠平认为，为
他们提供服务，既能推动公益慈
善事业，同时还能自我造血。

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志
愿服务发展趋势的判断，王忠平
发起设立了和众泽益，“其实就
是大家一块来做公益。 整合企业
的资源， 整合志愿者的力量，大
家都来参与公益，以志愿服务的
方式产生社会变革性的力量”。

作为一家以推动大家一起
做公益为理念的机构，和众泽益
却并没有注册成社会组织。 回顾
当时的情形，王忠平表示：“当时
注册民非比较困难，我们就选择
以企业形式来注册，这应该是最
重要的原因”。

发展：坚决不做草根机构

尽管刚刚成立，但和众泽益
的机构使命就被定位为“打造中
国最大的企业志愿服务支持平
台和最专业的咨询机构”。

“我们绝对不做草根机构，
这样的机构会被别人忽视，会受
到非常多的限制。 所以成立和众

泽益，要做就一定要做大做强。 ”
王忠平强调。

2012 年，和众泽益成立了上
海办公室；2014 年， 广州办公室
成立；2016 年，成都办公室成立。
以每两年一个办公室的速度，和
众泽益从地区性布局做起，逐步
形成了机构的全国性生态布局。

与此同时，根据业务板块的
需求，业务性板块布局也在逐步
完善。“公益的空间是很小的，如
果你不去延展你的外围的话，不
够支撑你基本的发展。 ”王忠平
表示。

为了提升研究能力和对公
益行业的贡献，2015 年， 和众泽
益成立了志愿服务与社会创新
研究院；为了提高志愿服务信息
化水平，2017 年， 投资成立了北
京志多星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
志多星。

因为需要整合社会资源，
2018 年，发起设立了广州市志鲲
公益慈善基金会；为了搭建公募
平台，汇聚社会爱心；2019 年，在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设立了志
愿服务发展专项基金。

基于疫情产生的需求，2020
年，线上志愿服务学习平台公益
桥上线。

除此之外，和众泽益还分别
在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先后
发起成立了上海和众青年志愿
者服务中心、广州市和众志愿服
务中心、成都和众泽益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等民非机构。

“基于现行的法律环境，我
们一定要构建这样的布局，才能
支撑和众泽益的发展。 ”王忠平
强调，“我们不仅跟别人要拼信
仰，而且还要拼规模，拼其他方
面的竞争实力。 ”

王忠平表示，不能因为专注
的是公益事业，就要靠博取同情
来谋求机构的发展，“机构相对
较小的话， 不容易整合社会资
源。 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性的平
台，要靠实力去整合资源，不能
靠别人的同情”。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
平等对话的机会，才能有机会去
改变他们。 在主流价值里面是靠

实力的，不是靠你说你有情怀或
者怎么样， 如果没有实力的话，
是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的。 ”王
忠平强调。

优势：理论加实践创新

“机构的发展，一定不能只
看眼前的发展，和众泽益一直在
分析行业， 判断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要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我
们要依据我们的判断去做整个
布局。 ”王忠平强调。正是对理论
研究的重视，让和众泽益在实践
中越走越远。

2010 年成立的和众泽益，在
2011 年就实现了业务上的盈利，
随后进入快速发展期。 这得益于
成立之初， 基于对企业社会责
任、志愿服务发展趋势的判断作
出的机构定位。

尽管那个时候志愿服务的
公众关注度不高， 但是经历了
2008 年的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
会，企业发现志愿服务实际上是
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的方
式，而那个时候为企业提供企业
社会责任支持的机构很少。“我
们最开始合作的是以 500 强外
企为主，像拜耳、强生等，这都是
知道和众泽益创立后就跟我们
合作的。 ”王忠平表示。

对理论研究和趋势判断的重
视被一直延续下来。“不能低头走
路，一定要抬头看天，一定要看行
业，一定要顺势而为，这样机构才
能发展起来。 ”王忠平强调。

2013 年， 和众泽益发布了
《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
此后每年发布一次。 2015 年成立
的研究院每年都会出很多成果，
还会申报各种基金、部委的相关
课题。 王忠平本人更是参与到很
多相关政策的制定中。

专业被和众泽益认为是生
存之本。 目前已经出版了《志愿
服务管理理论与实务》《志愿服
务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志愿
者管理工具包》等 10 余本专著，
撰写或发表的论文几百余篇。

“这些工作足够保证和众泽
益对行业的了解，让我们能判断

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基本方
向。 ”王忠平强调。

在此基础上，和众泽益一直
在不断地创新和迭代。“比如现
在国家在做“十四”五规划，我们
马上就要做与“十四”五规划相关
的志愿服务产品， 这样才能满足
市场的需求。你还是老的东西，那
肯定是不行的。 ”王忠平表示。

目前，和众泽益的业务产品
已经从企业志愿服务逐步扩展
到全志愿服务领域咨询、企业社
会责任咨询、ESG 咨询， 政府咨
询、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支持等，
全产品线近百余个相关产品，而
且还在不断的研发中。

“和众泽益的优势在于理论
加实践。 我们的实务能力要比很
多高校强； 与一般的公益组织、
研究机构相比，我们的理论能力
更强。 理论加实践，是我们的核
心优势。 ”王忠平强调。

坚持：草根立场与公益目标

服务客户越来越多，业务规
模越来越大，但和众泽益始终坚
持草根立场，并没有蜕变为一家
商业机构。

“草根立场就代表了我们一
定要站在受众群体、站在弱势群
体的角度去思考，这样我们才能
真正为他们服务。 ”王忠平表示。

基于这一点， 据王忠平介
绍，一方面，和众泽益在内部一
直强调一定要不忘初心，就是一
定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决不
能因为客户、捐赠方相对来讲比
较强势， 就牺牲志愿者的利益。
一方面，当客户提出了不太合理
的诉求以后，和众泽益会用自己
的专业能力去引导和改变他们。

“在现在的公益环境下，大
多数企业并不是为了做一些形
式性的东西，他们一般会考虑到
在社会需求和企业的价值需求、
商业需求之间做一个基本平衡，
只要你给他一定的价值观方面
和专业方面的引导，他们绝大多
数还是认可的。 ”王忠平表示。

与此同时，和众泽益还在对
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支持。 王忠平
表示，和众泽益支持的不仅政府
和企业，还有各地的志愿服务组
织，“我们现在采取的策略是跟
他们合作，我们帮他们推动政府
做相应的规划，他们落地执行。 ”

“这就是和众泽益存在的意
义，我们实际上是在把我们的志
愿服务理念文化输送给更多的

合作伙伴，引导大家向专业化的
方向发展。 ”王忠平强调。

未来：志愿服务大有可为

“让志愿服务成为每一个人的
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和众泽益新的
使命。 这一使命的设立于达成就
有和众泽益自身的原因， 更离不
开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据王忠平介绍，和众泽益最
开始的客户以外企为主。 外企做
企业社会责任、志愿服务，一般
会考虑企业文化的落地、企业品
牌，会配合企业的一些战略去做
工作。 2016 年开始，国内的企业
开始增多。 截至目前，和众泽益
服务的近千家知名企业提供过
咨询和培训。

2016 年开始，政府在志愿服
务方面的采购量也开始大幅增
加，和众泽益承接的业务量就达
到了千万级。“我们不做那种简
单执行的工作，我们是给政府做
咨询，定位很明确。 相对来讲对
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王忠平
表示， 服务对象包括团中央、全
国妇联，以及全国大多数地区的
省市。

据王忠平介绍，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和众泽益的业务规模增
长了几十倍，“我们见证和陪伴
了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中国志
愿服务在过去 10 年是高速增
长。 我们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
行业，如果没有中国志愿服务的
快速成长，和众泽益再发展也发
展不起来，我们是完全顺势而为
起来的。 ”

在王忠平看来，现在的志愿
服务，已经不是简单的学雷锋做
好事了，国家给志愿服务赋予了
更多的职能———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载体，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载体， 道德培养的重要载体，
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重要载体，
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重要载体……

尤其是今年的疫情，让很多
政府领导改变了对志愿服务的
看法，没想到志愿服务发挥了这
么大的作用。

“现在各行各业都重视，现
在我去讲课，讲志愿服务，很多
都是书记、县长、区长一二把手
在听。 ”王忠平强调，“整个国家
治理的背景下， 我觉得 5~10 年
内，志愿服务的高速增长是没有
太大问题的。 未来的志愿服务真
的是大有可为! ”

� � 2020 年 8 月，和众泽益迎来了成立十周年的日子。
这是一个以志愿服务为信仰的机构，十年来以此为核心布局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旗下拥有一家咨询公司、一家

科技公司，发起设立了一家基金会、一个专项基金，在多地成立了多家民非，同时拥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办公
室，还有一个研究院，一个在线学习平台。

机构的服务对象包括企业、政府、公益组织，主要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志愿服务、公益咨询服务。 而其使命是让志愿
服务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是如何发展运作的，与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与和众
泽益创始人、主任王忠平进行了深度沟通。

“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