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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令人难忘。

这一年，我们用心体察时代的呼唤以印证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这一年，我们用行动关照社会的需求，让榜样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

在08年初冰天雪地的西南高原，友成通过她的第一批志愿者，

为饥寒交迫的灾民送去了真实的温暖；

当5.12这个特殊的生日到来之际，刚满周岁的友成就开始奔波于从北京到四川的救灾路上； 

当金融风暴吹袭之时，友成与企业共勉：社会责任不能忘；在2008交响的尾声，孕育一年的创新公益项目——

“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的号角，在众多知名企业的鼎力支持下大声吹响。

2009年令人畅想。

2009年，我们将见证“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的茁壮成长；

2009年，友成将与企业家们一起在危机与困难中昂起头来，共同努力，共同担当：让志愿精神和社会创新精

神，成为我们民族年轻一代加速成长的精神食粮。

祝福2009，你将带来的是新的挑战与新的希望！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图为在2008年12月5日“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上，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小建为友成志愿者授旗。



友成观点
“经济寒冬”中创造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 

经济严冬呼唤公益组织履行更多的责任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做的更好”     

寒冬里，我们更需要社会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创新    

“每一笔捐款都是一次负债”  

友成“公益价值链：这是一项可以代代相传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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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公平总是一对矛盾，当经济发展的效率大幅度超过社会发

展的公平的时候，引发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就是必然的了。公平和

公正不保，效率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概念的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为了均衡企业在逐利方面的过度冲动。    

但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措施，金融危机的周期性总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因为它从本质上鼓励贪婪、投机等

等人类不健康的心理。就拿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论，整个美国都在靠举

债而过度消费。由于长期失去有效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各种金

融衍生产品设计的高杠杆率来获取巨额利润，一旦泡沫破灭，灾难就

留给了世界。从经济学上来看，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是重大利益结

构调整的需要，是经济重整的需要。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上来

看，每次危机后，人类都会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也因此

进步。

我们希望在市场与政府不及的地方，我们第三部门能够在推动社

会进步与发展上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这正是公益组织的责任。

 

经济寒冬来临，可能正是需要公益组织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就

像在寒冬到来的时候，最先感觉到凉意的，一定是那些本来就相对弱

势的人们，包括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的那些因失业而返乡的农民工；

也包括因经济危机而间接遭受影响的大学生应届毕业生。生计难寻、

收入无着导致民生趋艰可能会构成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

是社会的不稳定。尽管政府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并在采取积极的应对

措施，但以解决社会公益以为己任的社会组织更是责无旁贷。在复杂

多变的社会形势面前，多从民生角度创意和实施一些公益项目，让更

多陷入困境者能够尽早看到希望、找到出路，这是社会对我们的呼

唤。    

“经济寒冬”中创造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 

经济严冬呼唤公益组织履行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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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都认为，资金募集是公益部门存在的前提，所以当经济寒冬来临的时候人

们会说公益也感到了寒意。这种认识没有错误。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

题。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是否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益产品和服务，才是一个公益组织

生命力的前提。一个公益机构只要真的能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就一定不会存

在资金问题，因为和资金相比，公益理念和公益实施能力的资源稀缺性要高得多。一切都

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做的更好。此外，在经济困难时期，“抱团取暖”的需要，可能反

而促使人们对公共领域更多地关注，对公益事业更加关心。四川地震中所迸发出的公益人

心，正是同舟共济这种情感使然。

尽管就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来说，目前处在下行通道；但总体而言，这个世界并不缺乏资

源和资金，而是缺乏信心和信用。恢复信心和信用，也是公益部门旁无责贷的责任之一。   

我们并不知道危机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寒冬会持续多久，然而我们

深知寒冬中公益组织的职责是什么。是的，我们需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摆脱危机、也只

有变革才能带来新的进步。

在这样的一个变革时代下，我们主张在中国推动社会企业家精神，就像20年前，中国

开始推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一样。社会企业家精神不是只针对“社会企业”提出的，而是

对所有从事公益事业的管理人员和领导层乃至全社会提出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就是在解

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扬企业家的精神，那就是：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勤勉努

力、永远创新。     

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新的概念，友成所要做的并不是过多地去纠

缠于概念，我们们要推动的是社会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青年中逐步形成良

好的环境和氛围。换句话说，我们要推动的是一种创新的方法，用创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

问题。 

社会创新是以社会目标为指向，以创新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手段，充分发挥每位公民个

体和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针对某种社会问题，通过小规模的实验和测试，探索某种持续

可行的模式，完善社会服务功能，弥补政府和市场不足，为社会带来改革性的进步，实现

社会总体发展的过程。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做的更好”     

寒冬里，我们更需要社会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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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笔捐款都是一次负债”  

我们的确把每一笔捐赠视为基金会的一次负债，只不过债权人不仅仅是捐赠者，而且是整

个社会。虽然基金会不需要在经济上偿还捐赠者，但基金会必需用社会效益来满足捐赠者以及

社会整体需求。    

公益基金会作为一个以“扬善”为目的组织，挑战比一般的工商组织要大得多。因为社会

不仅要求公益基金会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且必需“正确地去做事”，也就是说，无论是做

事的目的和做事的方法都必需符合“善”的要求。另外，社会对公益机构的要求不是单一的，

也就是说，公益机构不仅要用行动去帮助弱势群体，而且还要用自己的行为来感化社会环境。    

因此，我们总是认为，做公益事业必需勤勤恳恳，必需如履薄冰。这样才能时刻不忘捐赠

者和全社会对公益基金会的希望，我们也是这样要求基金会的所有成员，要用恭敬之心来对待

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不可有丝毫的傲慢之心和优越之感。    

说得极端一些，我们甚至认为公益机构是一个永久性的负债组织，即使这个公益机构并不

需要从社会上募集资金。因为只要是公益机构，必将承载社会对这个机构的信任和预期，失去

了这个信任和预期，资金对公益机构而言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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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公益价值链：

这是一项可以代代相传的事业”

     
友成公益价值链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就公益领域而言，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良性有机的公益生态。

与美国的公益相比，我们的公益就显得单薄、弱小、分立。友成要和所有的公益组织共同建设中国的公益生

态。第二，就友成而言，经过努力，要形成具有内在联系性、具有外在类型化的、彼此耦合的几大主导公益战

略方向。概括而言，它是从精神到物质，从理论到实践，从城市到农村，从青年学生到退休人士都能广泛参与

的社会大循环。第一步，我们倡导社会创新精神和志愿者精神；第二步，推广与此相关的实用课程和培训；第

三步，提供社会实践的岗位和基地并持续进行资助和培训；第四步，总结、发现和孵化具有发展潜力的社会创

新项目；第五步，支持成功的项目发展成可持续的社会企业的创业；最后一步，认证、奖励和推广从实践中产

生的中国的社会企业家。这是以人的培养带动社会效益的循环产出，既有阶段性和普及性，又有层层深入提

高，并以成功的榜样带动更多人的广泛参与，以此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不是一年

两年的项目，而是一项可以代代相传的伟大事业。 



图为2008年1月在友成第一届理事会第
二次会议上各位理事审议相关议案。



理事会及其活动

“友成企业家 达者济天下”——友成理事会成员简介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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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创始人
理事长

黄志祥  发起人 

名誉理事长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

香港信和集团主席；新加坡政府委任之新加坡国际教

育基金会校董会主席，香港赛马会之遴选会员及香港

地产建设商会会董。

陈东升   发起人
副理事长  北京市人大代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嘉德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创始人。

邓中翰   发起人
副理事长  全国人大代表。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邓中翰先生曾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

大杰出青年”等诸多荣誉，被评为CCTV2005年年度

经济人物。

刘吉人   发起人
副理事长  台湾富兰克林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

安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吉立富投资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富坦中国私募基金

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友成理事会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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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  理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NPO研究所所
长；著名的NGO研究
与活动专家。

徐永光  理事
“希望工程”创始
人，南都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

郭广昌  理事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复
星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
官，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复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吴亦兵  理事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裁。曾为麦肯锡北京分
公司资深董事。

刘亭  理事   

联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北京
联亚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
事长。著名社会活动家王光美
女士之女。

陈  理事
碧桂园集团董事局
主席特别助理。

郑文凯  理事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
任、党组成员。

甘东宇  理事
友成企业家扶贫
基金会秘书长。

司树杰  监事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行
政人事组组长。

查竞传  监事
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资深顾问；美国纽
约州执业律师。

黄永光 理事
（ 香 港 ） 信 和 集
团执行董事

刘小俞  理事
摩根大通中国区副
主 席 ， 董 事 总 经
理。

范奎杰  理事
物美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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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大会
会议时间：2008年1月13日上午

会议地点：北京市京城俱乐部

主要内容：大会增选王国良先生、徐永光先生、康晓光先生、

吴亦兵先生和郭广昌先生为基金会理事，司树杰先生为基金会监

事。大会审议通过了《理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设立投资决策委员

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一系列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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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大会
会议时间：2008年6月21日晚

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宾馆

主要内容：王平理事长向大会作了友成抗震救灾工作报告，获得理事会的一

致肯定和高度赞誉。经友成专家理事康晓光教授提议，理事会一致同意将“友成

理事会对王平理事长及其率领的友成抗震救灾工作团队（包括友成志愿者）表示

感谢”写进本届理事会的决议。大会增选郑文凯先生、陈 先生为基金会理事。

同意吴良好先生、卢新华先生、王光良先生和杨国强先生辞去理事职务。



图为2008年5月友成志愿者在绵竹紧锣密鼓
地建设“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



2008，友成在行动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5.12赈灾行动报告

情景再现——友成抗震救灾纪实

友成赈灾行动各方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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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5.12赈灾行动报告

抗震救灾——无疑是在08年公益组织年报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关键词。在众多的公益组织的赈灾行动中，友成以“三个第

一”和“整合资源、构建平台和创立机制”为特点形成了独特

的“友成模式”，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政府、企业、

媒体、NGO和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年轻的友成也在此次突发的

紧急救援行动中得到了迅速成长，社会影响力全面提升。

作为2008年度友成公益行动的一个重要亮点，在此，我们

特别以专题的形式对友成的赈灾行动作一个总结。回顾是为了

展望，总结是为了提高。我们希望这些不仅仅是属于友成的知

识，还可以作为案例提供给社会来研究和探讨，从而为社会组

织在应对突发性灾害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借鉴，为促进我们国

家建设和推广更全面更有效的抗灾救灾机制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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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512赈灾行动中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行动快速、动作准确和开放资源平台。可以概括

为三个“第一”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和“第一需要”。实践证明，这是社会组织

参与大的灾难救助最为有效的做法。

有人事后问我，为什么友成这样一个不是以救灾为使命的非公募基金会，这么迅速地决

定采取冲到一线的救灾行动，而不仅仅是通过媒体发出倡议的声音，或仅仅是捐钱捐物？

我想，所谓“第一时间”包含两个含义，第一是及时，其次是预见。及时性要求对事件

高度敏感并作及时反应，这种敏感性通常来源于人道主义的驱使；预见性则要求战略眼光和

专业能力，具有对事态发展的预判能力。

2008年5月12日是友成成立一周年的日子。根据当时的震感和随后了解到的震级和震中

地理位置的判断，特别是温总理在震后两小时内迅速赶往灾区的行动，至少说明这场地震将

会带来空前惨重的灾难。这是对事件性质的判断。为什么有正确的判断？对我们而言与其说

是专业能力所致，不如说是人道主义驱使。震级史无前例，震区人口密集，不需要专业判断

就可以 得出结论。但是将情感上的悲天悯人转化为行为上的雷厉风行正是考验一个公益组

织的基本方面。在突发事件到来时，对生命的关注并立即产生行动应该成为所有公益组织的

基本要求。

所谓“第一现场”，就是说公益组织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事件现场，这样才能对事态发展

和现场需要有最直观的把握，从而提供满足需要的服务；“第一现场”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公

益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必须尽可能地深入第一线，这样才能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局势，做出正

确的决策，并做到信息准确、执行迅速。当然，我们对灾区的关注也可以通过捐款捐物来体

现。（记得在东南亚海啸发生以后，从电视中看到灾后的景象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去现场

救灾。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我没有这样的渠道。于是只能去慈善总会捐款，当时因为捐得

比较早还颇费了一些周折。现在人们捐款方便多了。）许许多多心系灾区的人们都是通过这

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而我们当时由于工作合作的关系得到了北京市民盟、民

盟中央和四川省民盟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帮助，使我们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一线采取行

动，这是在民间组织中比较难得的。客观地说，如果没有一个高速有效的沟通机制，这种模

式将很难复制。但512之后，如何建立民间力量参与救助的体系已经提上日程。 

第三是 “第一需要”，它意味着公益组织必须以突发灾难中受助群体的需要为最高目

标，没有任何机构利益和个人利益可以凌驾于其之上。

例如在第一线，我们通过与前来救灾的小型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我们

将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各种社会力量分享，更加有效地协调和组织了社会救援力量，避免了

由无序导致的人力资源的浪费。正是由于我们强调没有任何机构利益和个人利益可以凌驾于

受助群众的利益之上，所以才会以开放的态度最大限度地积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努

力组织调动一切愿意参与救灾义举的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开放共享的资源平台，实现抗震

救灾这一巨大社会需求与八方支援的资源供给的有效衔接。

挑 战 与 应 对

5.12抗震救灾友成模式初探
——王平理事长在民政部汶川地震救灾

救援研讨会上的讲话（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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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比前两点更为可贵。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第一现场

的出现究竟是以谁的需要为第一需要？这是一个理论上简单

而实际上复杂的问题。在现实中并非所有参与救助的主体都

能守住以满足灾难群体的需要为最高目标。各种主体都会在

事件中寻到自己的位置，但这个定位是以谁的利益最大化为

出发点往往会关系到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或者社会效益。

以“三个第一”和“整合资源、构建平台、创立机制”

为核心标志，友成在应对突发灾害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友成模

式”。

第一、友成模式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行动
快速、动作准确。

仅举例几例：

· 在灾后48小时之内，我们发布了第一份民间组织的医药

需求单，并组织到企业捐赠的药品；

· 灾后48小时内完成为即将奔赴前线的北京医师协会和

301医院的专家提供意外保险登记；

·灾后48 小时之内，友成第一批救灾物资车队从北京出

发，前往四川灾区；

·灾后72小时之内完成企业捐助的价值650多万元的药品

直接发放到灾区一线医院，并立即给捐助者反馈； 

·灾后72小时内解决当地提出的如裹尸袋等外界关注不到

的采购需求；

·震后第三天率先组织第一个由10位防疫专家组成的团

队带着价值500万元的流行病快速检验设备和试剂进

入灾区防疫； 

· 震后三天之内开通简化手续的绿色通道，资助民间救灾

项目和组织，并及时完成了包括对“512民间志愿者服

务中心”、遵道志愿者、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工作

委员会执行“地震灾区心理干预志愿服务促进计划”的

资助；

·震后第三天邀请心理专家赴灾区帮助救灾人员的心理健

康疏导问题； 

·震后第三天由友成资助并参与的“与你同心----灾后

心理援助行动”广播节目首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各地播放；

· 接到需求任务三天之内组织完成用于捐赠实施灾后紧急

防疫的500辆摩托车和六十辆越野车的采购；

· 震后第十天启动灾区第一所占地4000平米的儿童活动中

心建设项目并用八天时间建成；

· 震后三十天启动绵竹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作国际论坛的

组织工作；

· 震后三十天时间内，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已向灾区捐

赠救灾物资998.19万元，善款累计人民币448.5281万

元；

· 震后两个月初步完成绵竹灾区社会资源协调网络平台的建

设。

这就是一个成立仅一年时间的民间组织的救灾效率。

第二、以“整合资源、构建平台和创立机
制”为运作模式，使我们可以将有限的救灾资源
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深远社会影响，确
保社会各方爱心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最适当的方式
落地，从而形成社会爱心的良性循环。

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创新的理念、开放的胸襟和系统性的

战略思维。例如当第一家由各界志愿者组成的512民间救助

服务中心宣布成立而尚未正式注册的时候，友成破例为其给

提供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使其作为一个民间信息平台得以生

存和运转，后来发展成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救灾志愿者并

发挥重要作用的著名民间组织。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公募基金

会很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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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保证救灾效果的深度和可持续性。

从一开始友成就通过民盟和扶贫办等渠道，积极和政府建立沟通，及时有效地动员理事单位等

社会资源，组织和筹集了生活物资、医疗检疫和心理救助等方面的物质支持，继而联络和协调有着

丰富社区工作经验的NGO组织，帮助他们协调政府关系，并提供物资资金支持。例如：

· 震后第三天5月15日，友成通过绵竹市民政局的民盟盟员最早进入遵道镇考察；

·震后第三天5月15日我们和来自贵州的民间组织代表见面，探讨如何帮助各地志愿者进入灾区；

·5月13日友成第一批救灾物资车队从北京出发，16日从广元进入灾区，一路发放救灾物资最后

到达绵竹灾区，通过志愿者发放给遵道灾民，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灾民的信赖。紧接着来自各地

的民间志愿者首次名正言顺地进入遵道，协助政府开展灾民救助和后来的灾后重建工作。

·5月15日我们还主动联络与万科合作，建立了一个与政府和企业合作参与救灾的开放性平台，从

此开始了遵道志愿者的大集结，先后有四十家NGO组织（28家注册机构12家未经注册），470

多位在册志愿者参与其中，号称“遵道志愿者联盟”，成为被业内广泛传播和媒体广泛报道为

遵道模式。

又比如

·在震后第四十天，友成主办的“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把众多NGO组织带到了灾

区第一线，客观上架设起社会资源与灾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认识和初步了解的桥梁。论坛随后

发展成“绵竹市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由政府、NGO、专业机

构等多方力量参与的深入持久的可持续的抗震救灾协作机制。

总之从参与救灾行动的各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来看，友成坚持“我们是平台式的组织”的定位，

以开放的方式，为多方提供服务和协调，成为各方力量联系和整合的纽带，甚至起到枢纽作用。对

于企业而言，友成是公益理念的倡导者和爱心落地的服务者；对NGO而言，友成是和政府沟通的协

上图－在临时板房中诞生的“遵道
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最早的招牌

左图－友成项目部主任王翔在遵道
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工作

右图－7月22日遵道镇志愿者协调
办公室已经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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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者和物质资金的支持者；对政府而言，友成是查漏拾遗的协助者、多方

力量的协调者和人力智力的资源库；对灾区群众而言，友成是贴心的帮扶

者而不是替代者、代言者和施舍者；而针对志愿者而言，友成是组织者和

服务平台提供者。

可以说“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这个平台，及后来的“绵竹灾后

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都是友成有意识的战略考虑，友成希望通过此机

制，实现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灾后重建特别是灾后社区重建及心灵重建工作

的社会目标。

第四，有效、专业的志愿者体系是应付突发性灾难的有生力
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友成的志愿者动员组织体系。5.12抗
震救灾的经验教训证明，大批的个人志愿者，只有经过有效
组织化才能使自己的志愿行为“正当化”“有序化”和“有
效化”。友成的抗震救灾行动中，友成的志愿者动员具有
“高端性、机动性和可复制性”等特点。

自5月13日起，友成动员和组织了麦肯锡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

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等

专业机构和十几位有关专家，深入到灾区第一线，调查研究、群策群力，

为紧急救援、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的政府工作、NGO行动和企业决策

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其中，麦肯锡公司作为友成战略合作伙伴，先后

投入十余人的工作团队和近百个义务工作日的宝贵资源，从前期的信息收

集翻译，到“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到“绵竹社会资源协

调机制”，他们专业且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友成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引入商

业管理经验提供了建设性的示范意义。

早在地震之前，友成就已经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着手研发了志愿者大规

模组织动员体系“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并在地震前夕开始试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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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为该项目提供了很好的试点实践机会。当抗震救灾从紧急救助阶段逐渐转入灾后重建，面对灾

区资源混乱的局面，在绵竹等地建立“友成志愿者驿站”，一方面继续为“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平

台”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在灾后重建社区综合治理方面进行示范性实践。目前紧急救灾模

式已经成为该项目的重要成果，总结出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而在赈灾过程中，对个人志愿者的临时组织和动员，则体现了机动性。比如天涯社区的志愿者

团队，他们成为友成建设绵竹儿童活动中心的有生力量，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积极努力的行为给

所有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友成对他们的行为嘉言鼓励的时候，天涯社区志愿者团队也非

常激动地说：“非常感激友成给了我们一个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而他们中的核心成员最终成为

友成扶贫志愿者队伍中的骨干。而受灾当地的志愿者更成为志愿者队伍中重要的组成。他们有着语

言和熟悉当地情况等得天独厚的条件，更有着比外来志愿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热情，他们往往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而他们的参与恰恰是帮助灾区群众实现自救的启动力量。

如果说“创建多方协作机制” 汇聚和整合各方资源是友成模式在赈灾行动前期最重要的特色，

那么在漫长的灾后重建时期，乃至未来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长效机制上， 友成的“志愿者组织动员

体系”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将是友成深度参与发挥公益组织力量的重要途径。

第五，文化和能力是保障公益组织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和高速执行力的保障。作为
一个年轻的公益组织，友成在这次抗震救灾行动中得到了迅速成长，也因我们卓
有成效的行动赢得了社会的肯定。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在突发事件面前，一个组
织的即时反应和行为方式，与其平日长期的组织文化和机构价值观不无内在的深
刻联系。

我们认为，社会公益组织与政府机关、企业应该有所不同。因为以人道主义为天职的社会公益

组织则更强调“以人为本”，一切首先出于人本心向善的自发自觉的内在驱使。只有这样，在突发

事件面前，才会不顾安危全情投入，才能不计个人及自己组织局部的得失而开放自己所有的资源，

才能不浮于表面作秀而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努力做到既追求政府机构的严谨和公信力，又确保兼有 

企业的高效而避免陷入官僚主义的陷阱。

我想这是指导友成整个抗震救灾行动的思想基础，也是友成机构文化的魂。在此与大家共勉，

更希望社会公众以此目标来要求和监督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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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
· 友成全体理事通过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新浪、搜

狐、网易、雅虎等各大媒体向全社会呼吁“关注黄金72小
时”，提出“人的救援高于一切”“国际化救援”等观点。 

· 5月13日晚上10：15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
一行四人前往四川灾区。

5月14日
· 5月14日清晨,友成理事长王平一行四人抵达成都,建立友成前方

赈灾指挥部…… 
· 友成联合理事单位泰康人寿携手推出的抗灾人员保险计划，为

向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多个派出单位捐赠了首批北京市卫生局
53人的意外伤害保险。自此至6月3日，共为1006名前线救灾人
员免费提供了保险。

· 5月14日，友成发出民间第一份灾区医药需求清单，得到复星集
团、大连美罗等企业的迅速响应；

5月15日
· 5月15日，友成-物美第一批救援物资、从北京运抵成都。
· 友成理事长王平女士会见参与救灾的各地NGO代表讨论组织民

间力量和志愿者协同抗灾事宜。
· 下午， 美罗药业通过友成捐赠价值600万元药品到达成都,友成

及时转给了四川省卫生厅应急办公室。 
· 下午6：00，上海复星集团通过友成向灾区捐赠的第一批4吨的

药物抵达成都。当天连夜友成将该批药品分别送到了四川省人
民医院和绵竹市人民医院。

· 为促进抗震救灾项目的快速有效开展，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项目部发布《抗灾绿色通道-项目快速通道申请流程和议事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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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
· 友成前方指挥部王平理事长一行考察绵阳市遵道镇、石坊镇、

九龙镇、汉旺镇等重灾区。
· 为了监测和预防灾区疫病流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系组

织华生救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
司向灾区共同捐赠价值500万元疫病检测用品。专家组及用品于
16日抵达灾区。

      
5月17日
· 友成专家志愿者、美国威灵基金会创始人徐浩渊教授于5月17日

携《心理救助简要指引手册》抵达成都，加入友成前线救灾团
队随团下灾区考察灾民和救援人员心理状况，为下一步心理干
预培训制定计划。 

  
5月18日
· 友成资助的“与你同心--灾后心理援助行动”的广播节目首次

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各地播出，国内
外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将通过这套节目，为灾区群众提供心理干
预等特殊的救助。该项目由友成资助，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等共同执行。 

5月19日
· 中午14点28分四川赈灾前线，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

平女士一行及友成赈灾车队为512地震遇难者默哀。同时，留守
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全体员工自动聚集在一起，为在此
次地震灾害中逝去的人们默哀3分钟。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携赈灾前方指挥部的成
员抵达受灾较为严重的绵竹市遵道镇棚花村的欢欢幼儿园，慰
问从废墟中幸存的孩子们。

友成赈灾大事记



2008年度报告 �72008年度报告 �7

· 友成资助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执行“地震灾区
心理干预志愿服务促进计划”项目。

     
5月20日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一行前往四川省建设

厅，与建设厅领导就灾后重建及就友成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参
与方式和作用进行了磋商。 

5月21日 
· 友成理事长王平女士一行人分别走访了德阳市政府和绵竹市政

府,了解灾情沟通情况,积极探讨基金会参与受灾群众的安置情
况，特别对特殊人群的关爱和特殊受灾村庄群众的安置方面的
工作。

  
5月24日
· 位于绵竹市主要道路景观大道路侧的“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

心”基地由绵竹市规划局正式确定，并绘制了地界图。同日，
由广东博鳌鸿基企业集团捐助的600平米安置房运抵绵竹“友成
儿童之家”工地，开始铺设地基。

5月26日
· 下午3：00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等人代表友成

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成都向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捐赠50
辆越野车和500辆摩托车，总价值700万元。出席该仪式的有农
业部副部长高鸿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社等多家媒体。 

6月1日
· “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开园仪式，开始正式投入

使用。
· 6月12日，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零点研

究咨询集团联合举办的“5.12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监测”首期调查
结果在北京发布。 

 
2008年6月21日
· “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在成都召开，此次论坛

由绵竹市政府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主办、麦肯锡公司
协办，成为灾后重建初期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企业等社会力
量与政府协作的一个代表性事件。 

· 2008年7月4日下午，“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小组”）筹备会议在绵竹市市政府会议厅召开。会议确
定绵竹市政府与友成联合开发和建立灾后重建的社会资源协调
机制及供需匹配平台。 

2008年7月17日
· “绵竹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在绵竹市政府网站上线发布，实现

了信息开放和资源共享。自此该平台功能不断延伸，为绵竹灾
后重建发挥巨大作用。友成至今仍为该平台提供人力智力支
持，被有关学者称为“友成绵竹模式”。

2008年7月31日上午10时
· 在"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举行了友成之家绵竹市第三示范幼儿

园揭牌典礼。自此，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完成了临时安置的过
渡性职能，正式移交给绵竹市政府，为提供专业儿童教育场所继
续发挥作用。

友成参与灾后重建工作一直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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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成联合理事单位泰康人寿为1006位前线救灾人员

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是最早关注救灾人员心理健

康的机构之一；

· 截至2008年10月31日,友成组织接收了包括碧桂

园集团、物美商业集团、复星医药集团等理事企

业和其他爱心企业及人士捐赠的赈灾资金和物资

2011.39814万元,全部在第一时间发送至最需要的

地方。截至2008年9月24日,友成执行救灾款物共计

2029.43万元；

· 友成 “抗灾绿色通道”，在地震发生后短短十天

内，共资助抗震救灾项目5个，资助金额58.15万

元；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5.12民间救助服务中

心等机构和组织均在第一时间得到友成资金和物质

支持。

· 截至2008年底，通过绵竹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实现的

社会资源匹配价值接近3900万元，通过该平台成功

实施的项目共计73余项； 

友成赈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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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成有效动员了几百人次的志愿者，用8天时间将

一片麦地建成能够容纳500个孩子的儿童活动中

心；

· 友成动员和组织了麦肯锡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

团、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等专业机构，和有关专

家康晓光先生、金立佐博士、汪亦兵先生、马万里

先生、吴亦兵博士、袁岳博士、胡浩先生、徐浩渊

教授、Dane Erickson先生等三十余人次，深入到

灾区第一线，调查研究、群策群力，在紧急救援、

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的政府工作、NGO行动和

企业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其中，麦肯锡公

司作为友成战略合作伙伴，先后投入十余人的工作

团队和近百个义务工作日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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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竹，21.5%的灾民承认曾接受过友成基金会的服务，仅次于

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青年志愿者组织。”

——零点咨询集团在《灾区居民生活需求监测二期调查报告》

友成赈灾行动各方反响

上图为绵竹市副市长罗登亮先生出席“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
启动仪式，并带来绵竹市人民对友成抗震救灾行动的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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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调多方力量展开救灾

（一）物资救助，充分调动各机构优势

灾害事发突然，一批日常物资出现巨大缺

口，物资援助成为紧急救助阶段的重要工作之

一，且对送抵灾区的速度有较高要求。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友成及时联

系了物美超市、复星集团、美罗集团等一批企

业，协助其将这些企业拥有的日常生活用品、

药品等第一时间送抵灾区，即有效满足了灾区

需求又促使企业爱心落地。

（二）实地服务，联合各类组织共同开展

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由于NGO之间缺

乏统一的指挥机构，难免会出现重复工作的状

况。且各组织间优势各异，也没有一家组织可以将灾区事项全权包揽。基于此状况，友成基

金会在其志愿者服务较集中的绵竹市遵道镇，积极联合万科志愿者、深圳登山者协会等。公

益组织共同建立“遵道志愿者协调小组”。在此小组协调下，各公益组织共同开展各项救灾

服务，即避免了工作的重复，又保证了优势的充分互补，有效地协助灾区政府解决了一系列

难题。此工作方式被外界成为“遵道模式”，受到多方称赞。

（三）友成论坛，实现多方平等对话

6月中四川地震救灾工作逐渐转入“重建阶段”。基于紧急救援阶段与各级政府、各

类公益组织和企业的合作与交流经验，友成基金会意识到“灾后重建急需各类组织共同协

调”，基于此基金会联合绵竹市政府共同召开了“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

与会机构包括政府、NGO、企业、学术界以及各大媒体共计百余人，加强了多方之间的沟

通，促成多项机构间合作。

北京零点前进策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友成抗震救灾工作的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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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强调持续性

救灾工作属临时性、突发性事件，但不能因此而不重视服务的持

续性。友成基金会的四川救灾工作即有着系统、全面的考虑，保证其

服务的可持续性。

（1）在灾区开展的服务时间不仅限于紧急救灾的短期内

例如友成基金会与专业机构协助绵竹市政府共建的“社会资源协

调机制”项目。该项目设立目的在于实现救灾资源的统筹规划、合理

分配。在该项目建立起需求网站，相关政府机构初步掌握资源协调工

作后，友成基金会基于对后期工作的规划，结合绵竹市政府下一步工

作安排，及时派驻了4名志愿者在未来一年内继续协助政府机构展开

工作，保证了服务的不中断、可持续。

（2）友成基金会在救灾工作中建立的多机构合作模式，在随后

的日常工作中得以进一步延续

例如，继“遵道模式”中的合作后，万科集团提出希望继续与友

成基金会开展更丰富的公益活动；NGO组织社工协会也已在友成基金

会“志愿者项目”中，与其有更为深入的合作。

三、物质援助与精神扶助并举

物资救助工作始终基于灾区需求，既有面的广度也有点的深度。

21.5%的灾民表示曾接受过友成基金会的服务（数据来源：零点咨询

集团灾区居民生活需求监测二期调查），仅次于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

青年志愿者组织。且服务本身细致、深入到为灾民提供碗筷、女性用

品、淋浴箱和生态厕所等物品，切实符合灾民需求。在物资输送的同

时，友成基金会针对灾区需求积极地开展了心理援助工作。且值得一

提的是，基金会创新地提出“渗透式”救灾理念，由专家志愿者徐浩

渊博士编写灾区救援人员《心理救助简要指引手册》，让志愿者在物

资救助的同时进行心理救助，减少了简单、直接的心理援助易引起被

援助者反感的问题，有效保证救助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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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友成抗震救灾行动的报道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总部在北京刚刚成立一年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国内

最早对大地震作出响应的非营利组织(NPO)之一——地震当天该基金会就动用资源，作出

决策，第二天其管理层已经飞抵成都。

——《第一财经日报》2008-6-27报道“遵道的志愿者” 

http://www.jrj.com　作者 王长春

CSEF breaks the old NGO mold. Within days of the quake, she began talking to 

the mayor of Mianzhu about reconstruction plans, and then brought in the consultancy 

McKinsey to design part of the economic recovery scheme.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打破了过去的非政府组织模式。地震刚过没几天，她（友成理

事长）就开始和绵竹市长讨论重建计划，邀请麦肯锡参与设计经济重建计划。

Unlike most Chinese NGOs, CSEF has a board packed with business leaders, 

including the bosses of Taikang Life Insurance, the NASDAQ-listed chip firm Vimico and 

the Hong Kong-listed real-estate firm Country Garden.China's new rich classes have 

often been painted as only interested in acquiring more wealth,but Sichuan is highlighting 

another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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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大多数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会汇集了众多商业领袖，其中包括泰

康人寿、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星微电子、 和香港上市的碧桂园集团的老板。中国的新贵阶层通常被描绘成

只盯着聚敛更多的财富，但是四川照亮了他们的另一面。

CSEF's strategy is to prove that services work better if they're based on consultation and 

research. Corporate know-how is key, and that's where McKinsey and Horizon come in. Their surveys 

found that 20 percent of tent-dwelling quake refugees would go back to their own homes within six 

months with a little financial aid, so they're advising the mayor to divert some resettlement money 

toward repairing permanent homes rather than building temporary ones. Moreover, while Chinese 

officials have generally focused on ramping up local economic growth, Wang is now urging them to 

hold consultations on other, softer social goods such as job security, disabled needs and mental-

health care.

友成的策略就是要证明咨询研究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企业管理知识是关键，麦肯锡和零点研究咨

询集团在这一领域可以发挥作用。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如果得到少量经济资助，20%居住在帐篷内的灾

民会在6个月内返回自己的家中。于是，他们建议绵竹市长调拨部分安置资金，用于维修原有住宅，而

不是搭建临时住宅。另外，中国官员通常关注地方经济增长的问题，王（友成理事长）现在积极推动他

们商讨其他的问题，诸如就业，残疾人需求和心理关怀等等。

—— NEWSWEEK Jun 21, 2008 《All Shook Up》Mary Hennock and Melinda Liu

（美国新闻周刊 2008－6－21 报道“大地震”作者Mary Hennock and Melinda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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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被评为全国扶贫系统抗震救灾先进

单位；

友成理事长王平女士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抗震救灾优秀共

产党员、民政部08年度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

友成研发部主任韩靖被评为扶贫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友成"社会资源协调平台项目"入选2008年度网络盛典"2008

中国创新公益项目"；

绵竹市民政局、绵竹市慈善会联合推荐友成企业家扶贫基

金会为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候选单位；

"绵竹市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参选2008年度"中华慈

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友成绵竹志愿者小组被评为绵竹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友成抗震救灾行动所获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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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出人、出钱、出物

投入抗震救灾的同时，支持成立‘遵道镇志愿者协调

办公室’，举办‘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

坛’，协调各方力量筹建‘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机

制’，为建立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资源的

制度框架作出了突破性贡献。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

一套法律和政策，没有一套运行机制，也没有一套组

织体系，来支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

友成的努力虽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地

区，但是其影响却是长期性的、全局性的。这一探索

对于抗震救灾，对于社会部门的发展，对于和谐社会

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
所所长康晓光先生评价友成在
5.12抗震救灾中的贡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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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12地震灾区捐赠善款

及物资执行情况简表

捐   赠   方 日   期 价  值

  货币 物资

某女士 5月13日 5万元 

康晓光 5月14日 1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月15日 10万元 

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5月15日 50万元 

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5月16日 300万元 

上海复星集团 5月17日  50.7122万元

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 5月19日 10万元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5月19日 250万元 

 5月19日  27万元

北京物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5月19日  300万元

大连美罗集团有限公司 5月20日  602.40559万元

广东博澳鸿基企业集团 5月21日 100万元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5月22日 50万元 

 5月28日 50万元 

上海瀚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胡骏） 5月29日 2万元 

海南涓华实业有限公司 5月30日 100万元 

广州南沙逸涛雅苑房地产有限公司 6月1日  21.19215万元

许朔 6月2日 1万元 

凯硕 6月5日 1.0055万元 

郑光宇 6月5日 1.0055万元 

汪亦兵（网脑科技） 6月11日 1万元 

李矗 6月13日 1.5万元 

北京物美综合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7月28日  31.5772万元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8月20日 45万元 

资金小计  978.511万元 1032.88714万元

资金合计  2011.39814万元

接受捐赠统计表 （ 截止至10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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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摘                               要 金  额

5月20日 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灾后心理疏导项目款 46.19万元

5月21日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志愿者项目款 1万元

5月21日 成都市武侯区国兴食品经营部(食品捐助送往绵竹) 2.008万元

5月21日 成都刘永杭 (食品捐助送往绵竹) 1.0049万元

5月21日 成都市金牛区恒兴仿瓷商行(物资捐助送至绵竹市人民政府抗震救灾物资接收处) 1.8万元

5月21日 志愿者日常费用 4万元

5月23日 志愿者配合物美物资捐赠派送费 1.7670万元

5月25日 灾区购用竹材料款 0.6633万元

5月26日 向指挥部捐赠500台轻骑摩托车头款 160万元

5月27日 珠海丽日帐篷头款 17.96万元

5月28日 向指挥部捐赠50台陆风越野车头款 160万元

5月30日 珠海丽日帐篷尾款 18.7833万元

6月2日 建“友成之家活动中心”购玩具 2.6万元

 向指挥部捐赠500台轻骑摩托车尾款 20万元

6月3日 成都新意-“友成之家活动中心”开园仪式 7.0516万元

6月11日 南充东华塑料有限公司（存尸袋由民盟四川省委接收） 3.7万元

6月17日 灾区购用盆子、药品及物资投放运费 0.8906万元

 建“友成之家活动中心”采购 1.5626万元

6月18日 建“友成之家活动中心”工程款 5.7594万元

6月19日 物美捐赠物资运费 1.2380万元

6月25日 向指挥部捐赠50台陆风越野车尾款 260万元

6月30日 “友成之家活动中心”电器款 1.47万元

 “友成之家活动中心”材料款 1.607万元

 “灾后重建论坛”项目款 29.2474万元

 棚花村建厕所材料款 0.4315万元

7月4日 向扶贫办捐赠125台摩托车款 45万元

 资助灾区淋浴房项目款 4.3万元

执行善款统计表（截止至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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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赠   方 日   期 价  值 物资状态 接收方

上海复星集团 5月17日 50.7122万元 到达 四川省人民医院

    绵阳市人民医院

    绵竹市人民医院

    什邡医院

北京物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5月19日 300万元 到达 绵阳、绵竹、

    广元地区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5月19日 27万元 到达 广元重灾区

大连美罗集团有限公司 5月20日 602.40559万元 到达 四川省卫生厅应急办公室

    绵竹市人民政府

    抗震救灾物资接收处

广州南沙逸涛雅苑房地产有限公司 6月1日 21.19215万元 到达 友成之家活动中心

北京物美综合综合超市有限公司(6/1拨付) 7月28日 31.5772万元  

资金小计  1032.88714万元  

执行物资统计表（截止至9月17日）

注：填报数据以财务实际发生日期为准。

执行善款统计表（接上页）

7月7日 灾区救灾材料制作费 1.8137万元

7月15日 “灾区重建体系与社会资源评估”项目款 12万元

7月16日 向扶贫办捐赠车辆头款 50万元

7月21日 “友成之家活动中心”工程及材料款 15.0597万元

 建“生态厕所”材料款 1.2373万元

7月24日 “友成之家活动中心”基础建设及服务补助 8.557万元

7月31日 “5.12灾区”赈灾间接支出 21.84万元

8月24日 “灾后重建论坛”会务费 2.1239万元

 “友成之家”基础建设工程款 2.392万元

 “绵竹资源协调平台”费用 3.4227万元

8月28日 “友成之家”办公设备款 0.0996万元

 为捐赠车辆加油费 0.3451万

9月2日 “梁濑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512灾后援建志愿者服务站建设项目款 11.1784万元

9月24日 向扶贫办捐赠车辆尾款 60.0032.5万元

 “绵竹资源协调平台”费用 0.4995万元

 友成之家 儿童活动中心  0.8423万元

 512救灾费用 5.0958万元

合         计  996.54485万元



图为在2008年12月5日“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启动仪
式上，友成志愿者王小言带领志愿者代表庄严宣誓。



2008年友成业务概览
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

	 社会创新项目

	 公益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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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灾难与突发事件频发的一年，年轻的友成团队

在应对这些灾难和突发事件中得到了锻炼并获得了成长，友

成基金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快速和全面的

提升。

如果说意想不到的外部环境变化给友成的发展带来了展现

能力和获得认同的机遇，友成自主创新项目的开发和推出则

为友成的核心品牌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友成业务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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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

200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财政部丁学东副部长和中国民主同盟

李重庵副主席以及近二百名嘉宾的见证下，“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	正式面向社会全

面启动和实施，标志着友成第一个战略品牌的建立。

（一）志愿者主体："友成扶贫志愿者"主要是由拥有强烈的志愿精神，并

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服务技能的退休人员、企事业在职人员、社会工作者、

应届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生、在校学生等社会群体构成。他们主要以各

类扶贫小组的形式，在地方扶贫办指导下，在友成志愿者服务中心的管理

和督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或长期或中短期的社会服

务。

（二）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的重要功能在于构建平台、完善机制。这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扶贫志愿者的组织管理平台。建立扶贫志愿者选拔、培训、派遣、管理和激励

的有效模式，使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包括扶贫在内的公益活动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机

制。

2.搭建社会扶贫的信息网络平台。在深入开发扶贫需求的基础上，广泛建立外界联

系，形成包括人力、物力和资金在内的社会资源协调与匹配的信息网络服务枢纽。

3.建立上述机制与平台的重要载体——"友成志愿者驿站"。"志愿者驿站"是建立在贫困

地区、由专职志愿者和流动志愿者自我管理和运行的服务站，是为友成扶贫志愿者提供生

活、工作的场所。同时，驿站是全国扶贫信息的基层数据来源，是向贫困地区、贫困人群

进行理念倡导的窗口，是志愿者的生活中心、知识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

（三）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的社会意义体现在：

首先，它把单纯的财务性投入和一次性救助变成真正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建设，促使城乡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有效融合，从而提高来自政

府与社会的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将参与扶贫和公益行动的个体行为纳入系统化的

管理机制，为扶贫工作中人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和组织化提供有益尝试；	第三、为企业和

企业家更好地参与扶贫、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有效的途径；最后，它将在城市居民与农

村居民之间、在社会主流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增进城乡居民及社会各阶

层成员之间的交流、理解与互动，最终实现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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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点和模式探索

截止2008年12月31日，友成基金会在广西大新、广西隆安、湖北建始、四川绵竹、四

川遵道建立了6家驿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了创新扶贫模式的探索。

1.人才知识引入类型：

贫困地区长期受到人才问题的困扰，不断陷入“人才”与“发展”的恶性循环。以“人

力资源扶贫”为宗旨的“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在引入人才知识、为贫困地区进行能

力建设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

2.为政府拾遗补缺类型：

与政府扶贫项目的紧密配合是“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的特色之一。在各级扶贫系

统的支持下，友成扶贫志愿者充分发挥第三部门为政府拾遗补缺的作用。在广西大新县扶贫

系统的“兴边富民大会战”项目中，友成扶贫志愿者深入村屯，调查了解一手材料，积极动

员和组织群众，帮助政府推进项目的顺利开展；志愿者还帮助大新县旅游局	在调研的基础

上、策划和实施了县旅游系统培训。所有这些获得政府一致好评。

3.支持贫困社区发展类型：

友成扶贫志愿者秉承“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并举”、“可持续开发和综合治理贫困”的

理念，采取了各种形式帮助贫困社发展。

在广西隆安和大新县，友成扶贫志愿者邀请
和组织了友成专家志愿者、平衡针灸创始人、北
京军区总医院平衡针灸中心专家王文远教授，于
2008年9月对当地300名左右的村医进行了平衡针
灸的技能培训。

在四川，友成协调麦肯锡团队，帮助绵竹市
政府开发了“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
有效调动了社会捐助力量，合理分配了社会资
源。平台开通仅两个月，协调的资源价值高达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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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定订制特色扶贫类型：	

为企业家实现社会责任提供专业化服务时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重要使命。例如友

成志愿者参与到中国银行捐建“冠军小操场”的前期调研中，寻找合适的校址、了解当地村

民的意愿、并监督项目实施，促进企业高效履行社会责任。

5.紧急救灾排忧解难类型：

虽然友成的志愿者不是专业救灾志愿者，但面对自然灾害，友成扶贫志愿者队伍毫无惧

色、全情投入，把抗击灾害当做实践与锻炼的最佳机会。无论四川地震还是广西水灾，都有

着友成扶贫志愿者的身影。在此过程中，友成扶贫志愿者探索出一系列紧急动员的机制及服

务模式与服务经验。

6.NGO、志愿者平台合作类型：

友成扶贫志愿者积极与NGO和其他机构的志愿者，在知识共享、项目共享、资源共享等

层面进行广泛的联络，不仅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加快了本地化进程，更为其他NGO和志愿者

牵线搭桥，促进互相的支持、帮助和合作。

在四川，友成志愿者帮助遵道重灾区村民通过绣制手艺，恢复生计，重获信心；通过各种媒体报
道、网络渠道，帮助灾区村民联系外销渠道，销售了几百吨梨，解决了果农的燃眉之急；在广西、湖
北、绵竹，志愿者与当地群众的文艺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入社区放电影、组建文艺宣传队、举办“军
民鱼水情”八一拥军茶话会。

广西志愿者已经与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安典、汉达、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宣明会、柳州
爱农会、多背一公斤等多家学术机构、NGO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交流会、研讨会、甚至是项目
合作的方式，广西的驿站已经开始成为了NGO与村民开展活动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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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成果

2008年，是“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的试点起步阶段，截止12月31日的

项目成果如下：

1.建设友成志愿者驿站6家，分别是广西大新、广西隆安、湖北建始、四川绵

竹、四川遵道、北京；

2.招募、培训并向驿站直接派出专职志愿者和资助专家志愿者前往驿站工作

共计80余名；

3.以志愿者驿站为基地，发动短期志愿者参与扶贫项目共计1200余人；

4.开展志愿者培训十余次，直接培训人数达到8000余人，初步形成友成扶贫

志愿者储备队伍；

5.依托友成志愿者驿站，开展大小志愿服务项目几十个，志愿服务时间近

20000小时，直接受益人群近万人，取得了贫困地区的广泛好评以及良好的社会

影响。

除此之外，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的推出已经得到包括国开行、联想等19

家知名企业的支持与响应，并建立了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12家机构的合作。

2008年12月5日，友成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纪念第二十三个国际志愿人员

日暨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财政部副部长

丁学东，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以及来自著名企业、学术界、民间公益机构和新

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人民政协报等媒体的嘉宾一百多人应邀出席了启

动仪式。启动仪式在热烈昂扬的气氛中进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友成志

愿者行动计划”作为友成的战略性公益项目，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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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项目
社会创新是友成基金会的又一个重要领域，根据理事会通过的项目发展计划，2008

年，友成重点进行了社会创新项目的研发和策划，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倡导性的活动，

主要工作如下：

1.在起点上与国际接轨，积极建立了与国内外知名机构的合作关系	。2008年，友成

基金会通过调研与学习等方式，主动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先后与阿育王、国际青年基金

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光华慈善基金会进行交流访问，为下一步开展国际合作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2.开展了与世界银行、英国驻华使馆的合作，通过参与式的资助方式，为潜在的社会

企业或社会企业家提供资助。其中，通过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平台，向3家社会企业提

供48万元人民币的资助款。同时，友成作为英国使馆的独家NGO合作伙伴参加了在印尼

举行的“中国与东南亚社会企业能力建设项目设计论证会”，并受其邀请出席了在香港举

行的“社会企业峰会”。

公益项目资助
2008年，友成基金会在项目资助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完善了项目资助流程。将过去分散在全年的评审和资助工作，改为定期举行。项目

的申请、评审和资助为每年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这样的安排将大大提高评审和资助效

率，保证资助工作的质量。

2.项目资助成果：2008年共资助12个公益项目，项目资助款达2,558,064元人民币

（不含抗震救灾过程中基金会用于自有项目的支出）。

3.项目资助在符合基金会资助方向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资助项目的多样性、示范性

和前瞻性。在资助的12个项目中，既有扶贫项目，如“两村工程”，又有文化项目，如

“百年职校合唱团”、北京“华藏图书馆”，同时也关注到前沿领域的研究项目，比如资

助进行“企业公益指数”的研究，为企业参与公益提供参考数据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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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08年资助项目列表

项目名

城市新居民创业

与 自 我 服 务 发

展—大兴区金华

里社区爱心超市

与小小乐园

实施机构 项目简述 资助时间

北京灿雨石信

息咨询中心

提高社区新居民自我组织能力，并挖掘新

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发挥其潜能，实现自

我服务；使新居民对生活的社区产生归属

感与认同感，促使政府加大对社区新居民

自组织的投入，形成公平公正的服务设施

供给制度。

“两村工程”友

成扶贫志愿者团

队服务

北京两村工程

发展中心

配合两村工程的开展,提高农民科技和文化

水平,全面提升农村和农民的自身素质,给北

京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为北京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倡导

并实践社会企业的新理念。

2008.4-2009.6

2008.1-2009.1

遵道志愿者工作 遵道志愿者协

调办公室

促成和支持志愿者协助政府作好物资发

放、民众沟通、心理安抚、妇幼孤残老等

弱势人群关怀、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在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

志愿者组织的作用。

2008.5	-2008.6

5.12民间救助服

务中心

成都城市河流

研究会

四川NGO联合建立的抗震救灾组织，向在

四川灾区工作的NGO和志愿者提供服务信

息服务。

2008.5

灾后心理干预

志愿服务项目

民政部社工协

会志愿者工作

委员会委员会

通过志愿者的广泛参与，第一时间为灾区

的受灾群众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服务。
2008.6-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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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 实施机构 项目简述 资助时间

与你同心——灾

后心理援助行动

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

“与你同心——灾后心理援助行动”由中

国农工民主党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共

同发起。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心理学专家通

过这套节目，为灾区群众以及各级各类救

援人员提供心理干预等特殊的救助。

2008.5

灾后援建志愿者

服务站项目

北京梁漱溟乡

村文化发展中

心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北京梁漱溟乡村

文化发展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了一支25人的

支农救灾队伍奔赴前线，随后又组织其他

志愿者参与，相继在都江堰、彭州、绵竹

等地开展救援工作。

2008.7

淋浴箱项目

全国妇联

和谐之星策划

服务有限公司

解决灾区群众洗澡难,更衣难的问题,提高灾

区灾民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帮助灾区妇女解

决上述困难,保护女同胞应有的尊严和隐私,

预防疫情发生。

2008.7

友成百年爱心合

唱团项目

北京百年农工

子弟职业学校

百年爱心合唱团成立于2005年12月，是北

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百年职校）的

学生艺术团体。百年爱心合唱团的学生来

自贫困的农民工家庭，生活的艰辛让这些

孩子更加懂得珍惜拥有音乐的幸福。

2008.9-2009.9

抗震救灾评估 零点集团

作为第一批深入灾区的民间组织，友成充

分发挥了基金会的平台作用，协调多方资

源共同抗震救灾，实现物质扶贫和精神双

扶贫并举的目标。基金会为更好地总结救

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形成对未来工

作的启示和指导性意见，特同零点集团前

进策略进行合作，开展	"512救灾项目评估"

工作。

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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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 实施机构 项目简述 资助时间

企业公益指数研

究项目

零点集团

“企业公益指数”研究项目旨在持续跟踪

企业公民的的公益意识和公益行为，分析

社会对企业公益行为的认知，探索整个社

会的公益环境，“企业公益指数“研究的

价值在于让企业了解企业界参与社会公益

活动的整体状况，有助于企业参与公益，

成为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风向标

2008.9

葵花种植与生态

农业示范推广项

目

甘肃绿驼铃环

境发展中心

项目主要针对甘肃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

一——会宁县。项目计划开展的活动包

括：开展以葵花种植为主的生态农业，以

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统一进行良种购买、

技术支持、回收、加工和销售；建立一个

完善的“NGO+合作社＋农户”的社会企业

运行模式

中国发展市场

“守望未来，心

灵飞翔”——留

守儿童心理拓展

训练营项目

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科教文可

持续发展协会

该项目是在10所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乡

镇、村小学内建立“守望未来，心灵飞

翔——留守儿童心理拓展训营”，为留守

儿童营造一个学习、沟通、抚慰、疏导的

温暖之家。

中国发展市场

社区连锁图书馆

项目

北京华藏图书

馆

北京华藏图书馆依托于社区，在社区里开

办小巧灵活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图书馆，开

展图书借阅及相关讲座，进行传统文化推

广等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逐步使其成为

该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救助关怀中心、

身心健康咨询中心

中国发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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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藏图书馆依托于社区，在社区里开办小巧

灵活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图书馆，开展图书借阅及

相关讲座，进行传统文化推广等健康有益的文化

活动，逐步使其成为该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救

助关怀中心、身心健康咨询中心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北京梁漱溟乡村文化发

展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了一支25人的支农救灾队伍奔

赴前线，随后又组织其他志愿者参与，相继在都

江堰、彭州、绵竹等地开展救援工作。

百年爱心合唱团成立于2005年12月，是北京百年农

工子弟职业学校（百年职校）的学生艺术团体。

百年爱心合唱团的学生来自贫困的农民工家庭，

生活的艰辛让这些孩子更加懂得珍惜拥有音乐的

幸福。

友成与世界银行合作，在第二届“中国发展市

场”活动中设立“友成社会企业潜力奖”。图为

甘东宇先生代表友成在“中国发展市场”知识论

坛上作“社会企业与公益”的主题发言。

配合两村工程的开展,提高农民科技和文化水平,全

面提升农村和农民的自身素质,给北京农村经济发

展带来巨大的动力,为北京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做出应有的贡献,倡导并实践社会企业的新理念。



2008年友成财务活动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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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抗震救灾中的友成志愿者。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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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女士				发起人			

陈东升先生				发起人			

刘吉人先生				发起人			

黄志祥先生				发起人			

邓中翰先生				发起人			

自基金会成立至08年底为友成公益事业慷慨
捐输的企业及各界人士！

友成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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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亦兵先生

刘小俞女士

刘文美女士

李矗先生

康晓光先生

许朔先生

汪亦兵先生

凯硕先生／郑光宇先生

River	investment	ltd.

广州伟腾房地产开发公司

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

ＨＳＢＣ／Desert	Shield	ltd.

物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公司

广州伟腾投资集团公司

广州伟腾工程有限公司

Multipower	Group	Ltd.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公司

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08年度捐赠名录

广州南沙逸涛雅苑房地产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海南涓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物美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公司

北京蓝色港湾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逸涛雅苑房地产有限公司

摩科瑞能源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纵横时代广告公司

大连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艾登发喜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福铃汽车技术发展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艾登发喜食品有限公司

Rolf	Eberhard	von	Bueren

上海翰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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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诚挚感谢

自基金会成立至2008年底所有为友成公益事业提供支持的企业、
学术机构、公益组织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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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友成诚挚感谢

所有以各种形式为友成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
的志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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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大会召开。

友成向遭受雪凝灾害的贵州灾区捐赠的	20万元赈灾款到达当地帐户。央视国

际、新浪和腾讯网报道了友成的赈灾行动。

《“友成扶贫志愿者项目”专项资金募集说明书》开发完成，标志着	“友成扶

贫志愿者项目”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友成志愿者培训体系咨询项目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志愿者培训体系构建、志愿者

网络学习门户搭建等方面的工作自此逐步展开。

友成研发部主任韩靖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研究所社会公益研究中

心主任陶传进教授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前往广西省大新

县、隆安县开发志愿者岗位。

友成联合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在中国农业大学“首届发展人才沙龙”活动

中，进行了第一次友成“扶贫志愿者”项目的招募活动。

“友成论坛——社会企业VID案例分享会”举行，VID创始人之一苏芷君女士为

与会者讲述了创业经验。

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北京富平学校主

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民间组织问责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

下午友成周年庆祝会改为友成救灾方案讨论会。

友成资助的北京市医师志愿者救援队准备赶赴灾区；友成理事企业广东碧桂园

集团宣布通过友成捐赠300万元紧急救灾款；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布通

过友成捐赠价值300万元的紧急救灾物资；友成理事企业上海复星集团着手调集

将通过友成捐赠的药品、医疗设备等救灾物资；达能集团通过友成捐赠250万元

与50万元物资救灾；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通过友成捐助100万元人民币。当

日，友成筹集和收到的救灾款物累计近人民币2000万元。

友成全体理事通过新华社、人民网等媒体向全社会呼吁“关注黄金72小时”。

10：15分，理事长王平女士率队动身赶往四川灾区；5月14日晨，在成都建立友

成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

上午，北京第一支开往四川灾区的“友成-物美救灾车队”满载11辆车的赈灾物

资抵达成都。

5月15日

5月13日晚

5月13日

5月13日凌晨

5月12日

4月26-27日

4月7日

4月27日

4月6日-4月17日

3月11日

2月29日

2月1日

1月13日

2008年友成大事记

（2008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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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集团和大连美罗药业通过友成捐赠的大批紧急救灾药品运往四川省人民

医院和绵竹市人民医院等灾区一线医院。

友成项目部发布《抗灾绿色通道——项目快速通道申请流程和议事规则》。

友成联合华生救援基金、中山大学达安基因公司捐赠的价值500万元疫病检测用

品及派驻的专家组抵达灾区。

友成资助的“与你同心——灾后心理援助”广播节目首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

友成向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捐赠50辆越野车和500辆摩托车，用于实施灾区

的人畜防疫。

“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开园仪式，正式投入使用。

友成理事企业泰康人寿为1006位前线救灾人员办妥意外伤害保险。

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第一轮广西、湖北志愿者招募活动结束。

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项目试点进入培训阶段。此后友成志愿者正式入

职，在广西、湖北三个友成志愿者驿站展开志愿工作。

《友成赈灾款项支出简表》公布上网。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发布“5.12地

震灾区居民生活监测”首期调查结果。

由绵竹市政府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主办、麦肯锡公司协办“绵竹市灾后

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在成都召开。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

美国《新闻周刊》中国区版封面故事以《All	Shook	Up》为题发表文章，对5.12

大地震中友成及NGO组织的行动和作用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下午，友成受邀参与了“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机制”(以下简称"机制")筹备会议。

友成提供智力支持的“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机制”在绵竹市政府网站上线发布，

实现了此平台的信息开放和资源共享。

友成志愿者网上驿站(QQ试用版)正式开通。

7月17日

7月4日

6月12日

6月7日

6月1日

5月26日

5月18日

5月16日

5月15日

5月15日夜

6月3日

6月8日

6月8日

6月21日

6月21日晚

6月21日

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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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先后以“非营利组织在世界及中国的发展历程”、“公益

管理者的社会资本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公益事业”、“友成的组织文

化与团队执行力”、“提高公益从业人士工作效能”和“公益组织的岗位评估和

绩效管理”为主题举行了六次团队培训。

友成公益博客“善议院”开通。地址		http://blog.sina.com.cn/youchengzhijia

国务院扶贫办主办、友成协办的首届“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在陕西省府谷县举

行，王平理事长作了题为《企业社会责任和志愿精神的结合——友成扶贫志愿者

行动计划》的主题演讲。

“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正式批复，此标志该项目的试

点获得成功，正式立项。

北京汇灵嘉诺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为友成义务开发的薪酬管理及绩效考核管理

体系基本完成，对进一步提升友成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和内部治理能力有重要意

义。

著名的国际社会组织阿育王（Ashoka）的Oliver	Kayser先生、Valeria	Merino女

士和David	Pollock先生一行三人到访基金会，就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培育和发展问

题与友成进行了交流。

友成理事长王平女士和海外联络官员丘晴晴在美国华盛顿受邀回访了阿育王

（Ashoka）总部。

上午，时任友成代秘书长的甘东宇先生在“中国发展市场”知识论坛上作“社会

企业与公益”的主题发言，并参与项目评审。

甘东宇先生代表友成向第二届“中国发展市场”活动中入围“友成社会企业潜力

奖”的三个民间组织的创新公益项目颁发了奖杯和证书。

友成“绵竹市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	项目入选2008年度新浪网络盛典

“中国创新公益项目”。

上午，友成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了“纪念第23个国际志愿人员日暨友

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启动仪式”。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英文简称正式定为YouChange。

全国扶贫系统抗震救灾表彰大会召开，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被评为全国扶贫系

统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友成研发部主任韩靖被评为扶贫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12月5日

10月21日

11月20-21日

10月16日

9月19日至20日

9月4日

8月15日至9月27日

10月14日

10月16日

10月22日

11月6日

12月8日

12月28日



让生存的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因我们的追求变得更美好；

让中国的当代文化因我们的努力获得丰富的精神内核；

让纷扰不断的世界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和谐；

大爱满人间。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1805室     邮政编码:  100004

电话:  (86 10) 84861231     传真:  (86 10) 84861213

www.youcheng.org

四海一家  相互依存

平等对待  彼此支撑

沟通分享  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