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越来越多的大
学生加入了公益创业的队伍中。

做公益需要成本。公益团队
如果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仅仅
依靠政府财政支持或社会捐款来
开展活动，就无法获得长久的生
命力。

公益创业，试图通过商业化
手段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是一
种既能实现团队可持续发展、又
可让多方受益的公益发展新思
路。通过公益创业，能获得稳定
的资金来源，以此来支撑团队运
营，并把公益项目推广到更多有
需要的地方。

在我市，以解决社会养老问
题为己任的社会服务机构“银巢
养老”，已和泰安、金宁、南裕等
30 多个社区开展合作，服务对象
覆盖 3 万多名老人。今年年初，

“银巢养老”实现了盈亏平衡，相
信这支团队能在助老公益路上走
得更远。

我市公益创业目前尚处于起
步阶段，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公益
创业者不乏创业激情与志愿服务
精神，通过政府、企业、学校、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引导，他
们定能成为这个领域的生力军。

（王芳）

公益创业：自我造血焕发活力

公益和创业似乎风马
牛不相及，但两者一旦结
合，却能产生能量巨大的
化学反应。

公益创业，可以通过
商业化手段很好地解决社
会问题，在社会治理日益
深入的当下，显得意义尤
为重大。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
府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创新
越来越重视，对社会组织
的培育和扶植力度不断增
强，给公益创业提供了机
会。在发达国家，包括公
益创业在内的非营利部门
就 业 人 员 占 比 在 10% 至
12% ， 而 国 内 仅 占 1% 至
2%，这意味着当下公益创
业的发展空间极大。

宁波的公益创业进展
如何？还需哪些助力？请
看记者调查。

由一名大二学生创立的社会服务机构“银巢养老”，经过2年的运作，实现了盈亏
平衡。目前，这家机构已与30多个社区开展合作，服务对象覆盖3万多名老人——

甬城大学生热衷公益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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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本报首席记者 蒋炜宁

昨天，“银巢养老”正式注册
满10个月。

这家社会服务机构由公益创业
而来，着眼于帮助老年人实现从被
服务到服务社会的转变，解决日趋
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两年前，

“银巢养老”的负责人李靖慧还是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大二学生。在
一次调研中她发现，宁波很多 55岁
至 70岁的老人身体尚好，也有服务
社会的本领，却退休在家无所事事。
同时她也敏锐地发现，在老人们所
居住的同一个小区，许多孩子在书
法、手工、国学等方面的培训需求旺
盛。让有一技之长的老人给孩子们
上课，低于市场的收费能让双方得
益——老人有事可做还能创造价
值；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本领，
家长则能免去奔波之苦，省时省力。

2016 年，经过各类创业大赛
的打磨，“银巢养老”项目在鄞州
区繁裕社区悄然开张。6位退休老
人开出了针对本社区儿童的首期才
艺培训班，国学、乒乓球、象棋一
周一次，每次两节课，20 名儿童
成为首期培训班的学员。

反响好得出乎意料，这坚定了李
靖慧持续做公益创业项目的决心。

历时 2 年，“银巢养老”从传
统大学生赛制型项目变身为一家社
会服务机构，中间也发生了很多变
化，但运用商业模式去解决社会问
题的宗旨不变，解决问题的方式也

越来越精准：
拆迁安置小区金家漕社区老年

人口居多，那就“以老养老”——
让老年人教老年人唱戏、练书法、
跳舞等，随后组建的老年文艺队还
承接商演项目。

在宁广社区，“银巢养老”对老
人和孩子进行同步开发，一方面开
出针对老人的益智类课程，比如玩
转微信、拍美照等；另一方面招募有
一技之长的老人给孩子上国学、手
工等课程，到课率高达九成。

一位家长认为，一学期收费
200元左右，能上12节课，这样的培
训课性价比高。而授课的老人一学期
下来有数百元至数千元的收入，这让
他们在发挥余热中找到了自身的价
值。而在社工们看来，原来被动养老
的社区居民重新成为社会价值的创
造者，这种改变令人惊喜。

如今，“银巢养老”已和泰安、金
宁、南裕等 30 多个社区开展合作，
服务对象覆盖3万多名老年人。

今年年初，“银巢养老”实现
了盈亏平衡，社区纷纷向它敞开大
门，上半年接连谈下多个合作项
目。前些天，“银巢养老”搬离校
园，正式入驻鄞州青年公益创业实
验园。下一步，李靖慧的团队打算
成立一家长者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
心，滚动整合各社区的“银发资
源”，帮助老人们实现二次价值开
发，然后对外承揽业务。

帮银发族找回自信
小项目撬动大难题

公益创业又称社会创业，是近
年来在全球兴起的一种全新创业模
式，意在引入商业手段提升公益组
织的造血功能，创造性地解决社会
问题。

公益创业在欧美发达国家较为
盛行，在国内则起步较晚，前些年出
现的善淘网是其中一例。它通过网
络募集二手物资，翻新后在网上销

售，盈利部分被用来做公益服务。
公益创业的收益有两类，除了

政府或社区购买服务外，还有公益
创投机构的资金投入。

“得风气之先的高校，比较早
地接触了公益创业。”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副教授余志伟告诉记者，
2007 年，国内几所高校开始涉足
公益创业领域；2014 年，已有近

高校大学生开先河
公益创业热潮涌动

百所高校参与，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也在那年启动了公益创业项
目。目前，该校已连续举办四届
公益创业大赛，前三届均面向校
内学生。第四届面向全市青年，
共收到 127 份参赛书，参赛者来
自各大高校和本市部分社会公益
组织。4 年来，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公益创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
广，从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帮助残疾人就业、为环卫工人寻
找休息场所，到开设助贫商铺、
关爱留守儿童以及养老、公益旅
游、支教+慢生活等。

据余志伟观察，这些年一些
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团体也在慢
慢往公益创业上靠，但转变并不
容易，有的缺乏一个好的商业模
式，有的经济上完全依靠赞助。

鄞州区社区工作协会会长古
丽说，一些企业和街道、社区对公
益创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丰社
区辖区内有 300 多家企业，今年 3
月，社区成立了“益·丰巢”平台，孵
化能够创业的社会组织。

公益创业者有三大来源，一
是大学生，二是转型后的社会公
益人士，三是一些发挥余热的老
同志，大学生所占比例最大。“现
在的大学生与我们想象中不太一
样，特别是一些家境优越的孩
子，有社会责任感还乐于奉献！”
采访中，几所高校的辅导员坦言。

“前些年，很多人认为公益就
是公益，创业就是创业，公益不
能谈钱，创业就得谋利。现在，
社会对公益创业用商业化手段解
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越来越认同。”
一位长期从事社会组织管理的基
层民政干部举了个生动的事例：
一家区级检察院打算把“涉案未
成年人社区监管”这一项目拿出
来，托其寻找一家社会服务机构
来运作。今后，越来越多的部门
会把这类事项以政府采购的方式
发包给社会服务机构。

社会对公益创业的扶持力度
日益增强。两年前，江北区成立
了全市首家公益创投交易所。今
年，鄞州区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联合成立了益立方社会组织研究
院，与善园合作成立社会组织创
新营地。同时，该区构建了区、
街道 （乡镇）、社区三级社会组织
孵化平台，从方案策划、方向引
导和政府服务项目对接等方面进
行全方位帮扶，着力引领品牌组
织向社会企业发展。记者还了解
到，从今年起，全省大学生创业
大赛公益创业项目实现了单列。

“去年底只有 100多家，今年
上半年又增加了 100 多家，还在
持续增长中。”一位公益创业者跟
记者聊起在区民政部门注册的公
益创业机构时，为它的蓬勃发展
而感到欣喜。

从初创到落地生根，公益创
业机构“走”得有些艰难。

李靖慧不无遗憾地说，当年
与她一道启动公益创业项目的团
队有 10来个，最终存活下来的仅
有她所带领的“银巢养老”。一位
多年前就频频组织公益创投大赛
的民政干部坦言，当年非常契合
市场需求的项目最后大多不了了
之，看着让人心疼。

公益创业机构的最终走向有
二：一是社会企业，需在工商部
门登记；二是民办非企业也称社
会服务机构。在初创期，公益创业
者更倾向于到民政部门登记，便于
承接政府服务项目、公益项目。几
位大学生公益创业者说，注册需实
缴 3万元或以上资金的规定，导致
一部分创业者由于资金问题放弃
或延缓注册。针对社会企业或公益
组织的许多政府招投标项目，因没
有机构认证无法参与，也给他们的
日常业务洽谈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只能作为项目做一个结一个。

数位投身公益创业的大学生
说，这一领域比较特殊，前期资
金不多，工作人员工资比市场上
的平均工资还要低；只有发展到
一定规模，才有可能获得公益创
投机构的资金投入，为防资金链
断裂，前期以承接现做现结类项
目为主。据悉，成都、深圳等地
已出台了注册补助资金政策，还
有一系列免息贷款等，以解公益

创业者初期的资金之急。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连续四届

推 出 的 200 多 个 公 益 创 业 项 目
中，“银巢养老”开了大学生注册
社会服务机构的先河。在余志伟
看来，公益创业如果突然火起
来，这背后会掺杂很多功利性，
最佳的状态是持续发展。目前，
政府购买公益服务的项目越来越
多，最令他忧心的是团队和人才
培养不足，导致“接不牢”。记者
的调查也印证了他的观点。纵观
国内高校，开展公益创业人才培
养的很少，系统化的教学更是罕
见。宁波仅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办
起了益立方公益学院，每年招收
30 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对全体
学生要求有公益实践学分。为
此，业内人士建议各高校将公益
创业纳入正规的课程教育体系，
提升大学生创业创新综合能力，
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细胞。余
志伟呼吁：以社区为单位孵化一批
公益组织，以项目承接方式解决部
分社区治理问题，引导专业机构入
驻，并吸收一线社工参与。

采访中，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说，如今公益创业项目各个部门
都在推出，他们建议，把多部门资
源整合起来搭建一个交流与孵化
的平台，使创意和各类资源时常碰
撞，由各领域专业人士扶持，支撑
一个个公益创业项目持续成长。

资金人才制约发展
落地生根仍需时日

近日发布的 《生生不息：中
国社会创业家新生代数据画像》
显示，公益与商业的融合之道正
在凸显，更多的资源正在投入
社会企业中。报告指出，社会
创业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正
在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促进中
国社会与经济持续均衡发展的
重要力量。

社会企业平均成立时间为 4
年，40 岁以下高学历人群成为主
力军，工商注册和社会组织形态
各占一半，以成长期和初创期组
织为主。北京、上海、广东、浙

江、四川这五个省 （市） 容纳了
60%以上的社创之星。

近 60%的新兴社会创业者是
那些善于发现社会需求先机的
人。调研数据显示，社会创业新
生代的服务领域广泛，在联合
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
17 个方向均有涉及。其中，教
育、文化艺术、扶贫、养老、心
理、残障、环境保护、医疗健康
等领域最受关注。一半以上的创
始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满
腔热忱，“非做不可”。

（蒋炜宁 整理）

40岁以下高学历人群
成为社会企业主力军

图 示

制图制图 徐胜男徐胜男在“繁星文社”里，董老师在教孩子们下围棋。 （蒋炜宁 摄）

善荷计划青年公益创业大赛吸引众多大学生参与。 （蒋炜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