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抗疫成为新常态，
气候 、消费 、医疗 、教育 、扶贫等
方面的问题不断凸显，我们应该
如何应对并解决不断产生的社
会问题？

10 月 31 日，以“重启美好生
活”为主题的中国社会企业与影
响力投资论坛 2020 年会在京闭
幕， 闭幕式上颁出了 2020 向光
奖年度社会企业 TOP10 奖项。

这些获奖社会企业的发展历
程显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
的社会企业走已经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本土特色的发展路径， 社会
问题正在由挑战变为机遇。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
的大变局中，新一轮技术革命和
产业变革快速兴起，推动可持续
发展面临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
的企业家已经走上了世界的舞
台，我们的社会企业也正在成为
中国企业家队伍中的一个重要
力量。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
投资论坛名誉理事长、深圳国际
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
原行长马蔚华表示。

马蔚华强调 ：“中国的企业
家、中国的社会企业应该成为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
共同努力，来实现全球的可持续
发展，推动新的商业文明。 ”

本土社会问题的解决者

社会企业是为了解决社会
问题而成立的企业。 作为一个外
来概念， 社会企业被引入中国
后，参与者们关注社会问题的视
角经历了一个由国际性到本土
化的转变过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由本土
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企业越
来越多。 2020 向光奖年度社会企
业 TOP10 获奖企业北京新素代
科技有限公司（光盘打卡）就是
其中之一。

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新冠
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
数在 2020 年大幅增加。 除疫情
外，严重的蝗灾也在威胁着非洲
和南亚的一些国家。 今年将新增
1.3 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 6.9
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减少浪费刻
不容缓。 光盘打卡便将目光瞄准
了这一世界性问题，他们选择从
推进光盘行动进行切入。

光盘行动发起于 2013 年，
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杜绝浪费的
倡议行动。 经过几年的推动，在
减少食物浪费方面取得了不菲
的成就，但问题依然存在。

“光盘行动的传统推广形式，
更多是口号、 标语、 海报式的宣
传，对于现在的 90后、00后来说，
缺少参与感。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更喜欢通过了解周围人在干什么
而行动，而不是别人让我干什么。
另外一个社会痛点是希望推动减
少食物浪费的机构， 缺少有效的
组织形式。 ” 光盘打卡创始人、
CEO柳济琛提道。

2017 年，柳济琛在一家餐厅

吃饭看到餐厅推出的光盘集卡
兑换优惠券的活动时，产生了一
个灵感———以互联网的形式，通
过激励的方式，让顾客光盘减少
浪费，就可以从一家餐厅的光盘
行动变成全社会都可以参与的
光盘行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光盘打
卡应运而生。在光盘打卡上，用户
通过给餐盘拍照验证打卡， 可获
得积分奖励。积分可以兑换礼品，
也能捐赠给公益项目，“通过物质
和精神的双重回报， 让光盘行动
从口号变成一个自己喜闻乐见、
乐于参与的事情。 ”柳济琛强调。

不仅个人可以加入，同时还
可以邀请好友共同加入“光盘挑
战”，学校、企业、餐厅、明星后援
团等各类机构都可以入驻，可以
组队打榜。

光盘打卡让“光盘行动”具
备了社交性，成为了一场公众参
与的“光盘游戏”。 据柳济琛介
绍， 目前已经累计有 300 万用
户，1000 多所高校入驻， 累计光
盘超过 1000 万次， 配捐善款近
100 万元。

“这只是一个开始，最终希
望实现全民光盘。 不只是中国，
我们希望把这个解决方案推向
全球，为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提
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柳济
琛表示。

从身边的小问题出发，发起
社会企业，探索一个比较完善的
解决方案，中国的青年正在越来
越多的投入公益创业、投入到社
会企业的行列。

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以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
题， 是社会企业有别于政府、商
业企业、公益组织的地方。 社会
企业与其他三者之间应该是什
么样的关系曾经困扰着社会企
业的从业者。

中国社会企业的实践证明，
他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
系，而是可以协同推进社会问题
的解决。 2020 向光奖年度社会企
业 TOP10 获奖企业英德市碧乡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
家社会企业，在解决贫困问题的
道路上，他们走出了一条集合各
方力量的中国式路径。

碧乡创立于 2017 年，是广东
省国强公益基金会设立的一家社
会企业， 同时是碧桂园集团核心
联盟企业， 主要的业务是乡村振
兴产业规划和建造、民宿运营，特
别是自营农产品研发与营销。

碧乡的成立缘起于碧桂园
集团响应党和国家的扶贫号召，
在贫困地区开展的精准扶贫和
乡村振兴工作，成立的初衷是要
解决产业扶贫产业发展难、产品
营销难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一
个全新的产业链的问题。

依托碧桂园集团和国强公
益基金会的优势，碧乡走上了一
条快速发展之路。

一方面，依托碧桂园集团上
下游合作企业的优势， 以公司+
专业合作社+村小组+农户的模
式，发展现代农业生产；一方面，
结合当地的特色， 推动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的发展，通过设基
金、建工厂、重品牌、重技术、拓
市场，带动扶持当地青年创业。

在营销方面，碧乡充分运用
了碧桂园集团的资源。 线上，通
过集团的渠道向碧桂园 2000 多
个小区 500 多万业主进行推介；
线下， 集团自身打造的渠道、一
些政府合作单位的采供渠道、批
发市场的渠道都被利用起来。

据碧乡电商部负责人梁鸿宇

介绍， 公司目前已经开发了 300
多款农产品， 累计帮助 11.2万贫
困户增加收入。 2018 年，碧乡的
总收入是 700 多万元，2019 年就
增长到 1 亿元，预计 2020 年将达
到 2亿元。“这是我们结合集团的
优势资源，多渠道、多元化发展，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结果”。

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碧乡
正在可持续、可复制、系统化地
解决中国乡村振兴面临的农产
品滞销、就业难、可持续发展难
等问题。

而作为社会企业， 碧乡并不
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按照约定，
碧乡的所获得的盈利将返回国强
公益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项目。

商业企业、社会企业、公益组
织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不再是各自
为战，不再是零和的竞争关系，资
源、 机制互补为社会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径。

越是本土的越是国际的

从国际视角到中国视角，并
不意味着社会企业的视野在变
窄———越是本土的越是国际的，
2020 向 光 奖 年 度 社 会 企 业
TOP10 获奖企业， 上海起承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在不断证明
这一点。

起承文化是一个致力于中国
非遗可持续保护和发展的社会企
业。据起承文化创始人米成介绍，
在非遗保护的探索中， 他们发现
传统非遗面临着三大挑战：

一是生活改变带来文化流
失。 例如，现在出嫁的时候没人
穿嫁衣，导致羌绣等工艺没有了
存在的基础。 二是非遗领域缺乏
创新发展乏力，“这个领域可能
很多从业者连智能手机都不会
用”。 三是由此导致从业者赚不
到钱，也获得不了社会尊重。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起承文
化的思路是“我们不能做一个穿
越回到宋朝的工匠而去决定要
做什么，而是要把自己想象成一
个从宋朝穿越到现在的工匠去

决定什么应该做”。
由此提出了用创承重新定

义传承，塑造非遗传承的可持续
生态模式，助力传统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的路径。

据米成介绍， 第一步是把传
统的非遗工艺通过创新变成知识
产权，以解决利益分配、标准化和
复制的问题； 第二步是把知识产
权通过广泛合作，把它变现。

“文化内容可以帮助商业上
有比较大的提升，同时在商业的
转化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多的现
金流，这些现金流又能反哺文化
的发展。 ”米成强调。

基于上述理念，起承文化打
造了在地的非遗工坊，集结全球
非遗传承大师、文化学家、历史
学家、统计学专家、数字人文学
专家等多领域的人才建立了数
字非遗基因库，搭建了全球非遗
设计源创平台。

“平台目前有 300 多位设计
师、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来自
13 不同国家和地区。他们能够跟
我们一起去创新，可以大大加快
我们开发的效率。 ”米成表示。

通过上述措施， 起承文化完
成了对中国非遗的现代化转化，
把传统的非遗变成了非常美非常
有趣的现代储备。 在此基础上进
行变现，一是开发手工艺品，为非
遗手工艺人带来工作收入； 二是
图形 IP 的使用，建立广泛的社会
知名度； 三是通过科技创新带动
行业技艺进步产生国际影响力。

据米成介绍，截至目前，起承
文化已经参与保护了 46 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 帮助超过 300 位手
工艺工作者参与国际研创， 实现
超过 30亿元的文化价值转换。

“传统非遗并不是你一听到
它就觉得它离自己很远，根本不
想去买它，只要我们能够有很好
的创新，我相信它是能够在市场
上有一席之地的。 ”米成强调。

米成表示：“其实非遗并不是
苦穷惨，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在看
到我们的文化的时候， 能够真正
从内心有对历史的尊重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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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中国社会企业正在崛起 ■ 本报记者 王勇

起承文化开发了羌绣口袋，每枚口袋可为羌绣绣娘提供 6 小时工作时间

� � 光盘打卡让“光盘行动”
具备了社交性， 成为了一场
公众参与的“光盘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