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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德十年
公益无界



创始人寄语

       2019，深德走过十年。历久弥新，十年前遍访川北甘南百家农村卫生院，论证
灾后重建需求的画面依旧清晰。从汶川地震救灾项目的独立评估，中国十大公募基
金会的战略规划，到携手中国高潜力社企，破土中国影响力投资的本土实践，十年
磨一剑，深德在中国公益领域内开疆、破界，打磨着那把公益效力之剑。

       开疆：中国公益在过去十年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战场。突破传统扶困救弱的主线，
公益开疆破土，拥抱服务 “公众痛点” 的新公益。

       破界：过去十年政府、商业和社会的资源在快速融合，智慧跨界接纳。共享的
社会创新愿景激励着众多有识之士。

       在这样的十年里，深德用心做的三件事才更有价值：

       第一，拥抱公益前沿课题：从 2009 年的第三方评估，到战略规划，影响力投资，
社会企业，包容性商业，家族慈善。深德过去十年完成了 300 余个项目，每一个前
沿公益课题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公益突破的推手，所以才会激发出深德源源不断的学
习动力。

       第二，牵手一线创变英雄：过去十年，深德为总计 160 余家公益机构提供过管
理咨询支持。从草根公益，到年度公益支出突破 5 亿人民币的公募巨擎，从怀抱社
会创新梦想的慈善家，到励志释放公益力量的政府创新部门，深德一直在携手中国
的 “创变英雄”。和他们携手，就是和未来携手。

       第三，打造有温度，有硬度的文化：过去十年，深德塑造的是社会创业者文化。
让专业人才体面做公益，给他们授权，帮助他们成为有能量的公民。深德十年毕业
了 30 位校友，驱动他们的，是对 “影响力 Impact” 和 “主人翁 Ownership” 的追求。

       2019 年，在接近 100 亿人民币的公益支出背后，是深德的战略支持。不靠任何
捐赠，深德用自己独立的智慧，换来了公益客户的信任和 “购买”。我们今天的 20
名全职管理顾问，5 名事业合伙人，真正实现了 “体面做公益，智慧做公益” 的心愿。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心平气和，淡泊流年。

1



3

初等教育

医疗卫生

灾害救助

科学研究

文化艺术

自然生物保护

产业与科技创新

社区可持续发展

截至2019，深德的智慧影响了近 100 亿 人民币的非营利资本

扶贫济困

关于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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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德公益于2009年在上海成立，聚焦于中国非营利领域，以专业研
究、战略咨询、影响力投资为三个抓手，致力于打造中国公益的执行效
力。

     深德创始团队来自全球知名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现有全职顾问20名，均拥有一流的国内外
教育背景，以及跨越营利、非营利的职业经历。

     过去10年，深德在公益领域已经累计完成了300余个研究和战略咨询
项目，主要提供战略规划、调查研究、独立评估、项目管理服务，服务
对象包括公益基金会、国际发展机构、政府创新部门、高净值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部门、社会企业等。

深德思维

我们把每一个战略课题，都看成非营利伙伴释放效力的机遇。
驱动我们热忱的，是对“影响力”的追求，和对“驾驭”的偏爱。

　　深德认为，创新和专业化管理是突破中国非营利资本效
率的关键，而一支独立、专业化、跨界团队的力量举足轻重。

“影响力” 来自于我们服务的项

目成果，来自于“客户”的成长，

以及不能忽略的，来自于深德

每一位团队成员的成长。

“驾驭” 要求深德每一个团队成

员把自己放在 “驾驶员” 的座

位看客户的问题，积极主动，

以成果为导向。

      深德认为，创新和专业化管理是突破中国非营利资本效
率的关键，而一支独立、专业化、跨界团队的力量举足轻重
。
我们把每一个战略课题，都看成非营利伙伴释放效力的机遇
。
驱动我们热忱的，是对“影响力”的追求，和对“驾驭”的偏爱。

      “影响力”来自于我们服务的项目成果，来自于“客户”的成
长，以及不能忽略的，来自于深德每一位团队成员的成长。

      “ 驾驭”要求深德每一个团队成员把自己放在“驾驶员”的座
位看客户的问题，积极主动，以成果为导向。

        
迭代求真 

 
善用选项  

           
大道至简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战略要能让客户听懂，能让事情落地

　　没有传说中管理咨询的炫目“框架”、“工具”和“定
式”，在找到每一个战略答案的背后，是我们以问题为
导向的“深德思维”。

问题驱动

自上而下 
         

SO WHAT?  
        

讲有逻辑的故事  
    

MECE    
       

价值链至上

影响力 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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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了“照亮凉山”项目，
三年两期项目解决了四川凉山州
美姑县所有无电户（23,000 户）的
太阳能照明问题

与壹基金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全面参与其典范工程和灾后
重建项目的评估

“帝亚吉欧梦想助力计划”: 挑
选五家高潜力社会企业，提供为
期一年的孵化服务

第一个大规模评估项目，为英
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
家技能项目”进行评估

第 一 个 社 企 项 目——羌 绣 帮
扶中心战略支持，社企当年突破千
万营收，为五千个绣娘提高收入百
分之三十以上

为中国前十大公募基金会中
的六家提供战略规划，撬动公募资
源型基金会的效力

启动老牛基金会的家族慈善
战略规划，启动家族慈善量化研
究，推动中国慈善家更大胆的为公
益创新买单

为万科公益基金会、世界自然
基金会 (WWF)、北京仲裁委员会
等大体量平台性机构提供战略规
划

与十七家影响力投资人发起
“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
打造中国本土真实有效的影响力
投资平台

聚焦青年社会创业，“社创天
地”正式落地清华 x-lab。并在清
华大学经管学院面向本科、研究
生开设《社会创业导论》公开课
程

为梅赛德斯 - 奔驰、渣打银行、
通用电气、耐克、帝亚吉欧等跨
国企业打造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战
略、设计核心项目并提供运营支
持

十年， 走在中国非营利行业的最前沿

2009-2012

深耕传统公益

2011-2015

助推“新公益”

2014-2019

试水影响力投资

聚焦资源型机构战略







助力社企发展







打造规模化影响力





服务“最纯粹”的公益

牵手高潜力中国社企

试水影响力投资


撬动商业跨界的力量

让资源释放更大效力

为亚洲开发银行担任战略顾
问，在几年间开展了全面范围的对
中国包容性商业的调研，并深入黑
龙江、山西、内蒙古等地探索商业
企业扶贫和经济转型模式

2011-2018

突破商业-公益壁垒

营造跨界影响





社企规模化：包容性商业




发起成立中国首家公益创投管
理机构——育基金 ,   并与新湖集
团、爱德基金会共同设立新湖育
公益创投基金，以股权、债券的方
式投资了 7 家社会企业，以榜样力
量助力中国社企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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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深德对壹基金 17 家候选非营利机构开
展了独立评估，率先建立了 “财务透明、战略透明、
治理透明” 的评估体系，通过精炼的 “一页总结” 呈
现各机构的透明度现状和差异，把专业的事情说明白，
助力打造更透明、公开、健康发展的公益领域。

评估与研究

找准关键需求，避免公众捐款浪费

与亚洲开发银行携手开展
中国包容性商业市场研究

把“透明”二字说明白

不计投入，关注“纯粹”公益 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五年合作，共同助力社企发展

 
       2011 年，深德应邀为四川甘孜州丹巴县东马村
的一个学前儿童教育项目做调研评估。虽然评估费用
仅八千元，还包含差旅费，但打动深德的只有一点：
客户对项目战略的困惑，和对第三方智慧的真实需求。

　　深德选项目，最重要的前提就是
要有真实的需求

　　2010年始，深德与英国大使馆文教处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深德牵头开展了多期“社会企业家技能项
目”的评估与立项工作，并就社企的财务管理、战略
规划、运营效率等各方面进行了多次深度培训。
　　此外，深德发起/参与了将社企与商业企业社会
责任部门对接的“凤凰计划”、香港SIE等多个项目，进
行了东南亚社会投资现状的调研。2013年，时任英国
首相卡梅伦访华，深德为其扫描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
的议题。

　　深德十年帮助培育过近百位社会
企业家，核心战略考虑点就是影响力
驱动、刚需识别、竞争力打造

　　深德为亚洲开发银行（ADB）筛选了70多家包容
性商业模式的中国企业，并深入评估其包容性商业模
式、社会影响力和融资需求，助力亚行探索商业企业
在中国有效参与扶贫事业的模式。
　　之后数年，深德于山西、内蒙古、黑龙江试点，
从早期研究者转变为项目管理者，并指导企业进一步
实践包容性商业的经营模式。该项目有效带动了中国
对包容性商业的关注，三年累计撬动中国政府对包容
性商业8亿人民币的贷款支持。

　　包容性商业是社会企业规模化的
途径，为商业深度参与扶贫提供了有
效办法，更为中国巩固扶贫成果提供
了一个有力抓手

　　推动公益发展，软件往往比硬件
重要。只有挖掘到需求，才能用好资源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立在“透
明度”上，但透明度不仅是财务数字，
还要说清如何把好事情做好

       汶川地震后，在四川和甘肃的灾区，数以百计的
乡镇卫生院、诊所受到严重损毁。这些卫生院为上千
万的农村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其中 35% 属于年收入
3000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深德对 90 余个乡镇卫生院
的需求调研后发现，乡镇卫生院的需求不是医疗设备，
而是掌握知识和技术的医生。深德的评估否定了壹基
金的资助计划，减少了两千万人民币公众捐款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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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

老牛基金会：打造战略和价值观
的合力

万科：大道当然，企业基金会的
独立之道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战略重塑，
组织提效

千禾：战略有定力，执行才长远

北京仲裁委员会：商业思维助力
战略跨界

       深德为该基金会提供五年战略规划，支持基金会
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帮助基金会理顺了与企业
CSR 的关系，并形成了以价值观为驱动的旗舰项目。
基金会将着重以 “可持续社区” 为目标，推动环境保
护和社区发展。

      企业基金会谋求长足发展，必须保
持其战略上的独立性。企业基金会于企
业，唯一的反哺就是品牌的社会价值，
以及对员工价值观的影响

       红基会品牌在郭美美事件后被大众严重质疑，同
时面临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管理层深刻意识到战略
缺失的影响，以及机构重塑的重要性。深德为其开展
了五年战略规划，并对机构进行了 “三角翻转” 的组
织重塑，充分增强一线团队授权，改善机构运作效率。

       红十字是一面旗帜，代表一个信
仰，不能在中国倒下。打破固有束缚，
战略破冰，组织重塑，才能重新焕发出
生命力

       影响力至上是深德一以贯之的原
则。从社区影响自下而上倒推战略定位，
才能建立基金会长远生存发展的根基

       深德深信，社区基金会在中国必有其强大生命力，
而千禾是社区基金会的典范代表。深德为千禾制定的
五年战略规划，一方面是基于社区需求，一方面是基
于基金会的使命和价值观。“战略议题网络” 概念的提
出，不仅仅让千禾坚持在社区环保上的主线，还有效
团结周边力量，实现以小博大。

       仲裁课题突破了传统非营利的领
域，而探索跨界整合让深德的优势能力
发挥到了极致

       仲裁不仅是低成本快速有效解决企业间的纷争，
更是一个国家发展 “软实力” 的刚需。北仲作为中国
仲裁行业的先锋，继续解决其对外聚焦高端市场，以
及对内完善专业化治理。在为这家非营利客户的战略
规划过程中，深德看到了非营利领域的博大以及于商
业、于社会、于国家的影响力。

       深德创新性的邀请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RPA），
为老牛基金会完成了五年战略规划，聚焦树人树木，
实现家族传承，实现慈善资本更大的影响力。此后，
深德还深入基金会项目评估，文化价值观的打造，以
及团队胜任力的评估。

       家族基金会相对公募和企业基金
会而言，更要彰显对社会创新的担当，
以及家族慈善在家族传承中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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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三江儿童之家DISF Pheonix Plan
拜耳 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

赤峰市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

西乡妇女发展协会

香港社区伙伴

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

新龙县康巴爱心小学 一土教育

自然之友
宜修学院香港社创基金

陕西妇女研究会
AIESEC

D.Light

百年职校乐创意
小鸭嘎嘎公益基金会

润灵环球责任评级

成都品生活

成都黄大姐四川馋爱善食

中康融益康复医疗中心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禾予

惠若琪女排发展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网

金羽翼

卡特中心

乐朗乐读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罗氏制药

绿十字四川什邡绿色家园

美国施乐辉

米公益

默沙东基金
耐克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

深圳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

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

通用电气中国

北京富平学校
内蒙古红十字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 前景集团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仁德基金会

瑞尔保护协会

韩美林艺术基金会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MagicBus

保护国际基金会

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北京联益基金会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德威国际学校基金会

第一财经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世界自然基金会
清华x-lab 清华大学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

亚洲开发银行
万科公益基金会

渣打银行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人口基金会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

壹基金

英国大使馆文教处

老牛基金会

蒂亚吉欧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法国爱达讯基金会 福建粉红力量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

北京仲裁委员会

奔驰

成都社企平台

首都慈善联合会

南都基金会 羌绣

成都天杰有机农业

学境教育咨询

成都城市之窗

益云

科学松鼠会

恩友财务

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

水源
博雅

Relight

阿布低碳

多肉植物馆 绿行家园

大学二手书市场

高远收废网

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

V-life

RUC北京有机农夫市场

蚯蚓行动

绿色地球

企业碳排放平台

简子服饰

昆明本土食尚

乡村妇女儿童发展促进会

善淘网

欣耕

西吉县清源和谐社区服务中心 Unconstrained Art

苗绣

ARDY

重庆血友之家

红丹丹

西部老年联合会

海勒之家

心-

多背一公斤

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
新途科技助老

乐龄合作社

残友

鹤童 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
我们.com

歌路营

爱的分贝

拉拉手

携职网

工友之家

成都善工坊

四川银谷智联环保

成都市智慧源

成都闲品再生

成都童萌

深德战略影响力



社企培育

       从社会企业评估起始，到深入参与 “帝亚吉欧梦想助力计划”，为 5 家社会企业提供为期一年
的咨询服务，深德长期帮助培育中国高潜力社会企业。从独立的外部观察者到深度参与者，深德
逐渐深刻认识到社企发展的潜力和阻碍，并且决心为此付诸更大努力。

 
社企创投

       2011 年夏天，深德公益的五位董事发起成立中国本土首家人民币公益创投基金——育基金。
育基金通过天使社会基金的注入和运营，发掘中国最有潜力的社会企业。次年，育基金联合新湖
集团、爱德基金会共同设立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首期资金 1,000 万人民币）。该基金致力于通
过天使投资和管理咨询，助力中国的社会企业规模化成长。

       2013 年，“新湖・育” 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合作，共同打造中国第一个真实的社会投资平台，
通过训练营和一对一深入辅导等方式切实提升机构在战略、运营、财务、宣传等全方位能力。在
之后的数年中，这一社会投资平台持续聚集资金，持续投资多家高潜力社会企业，持续发挥社企
投资领域的重要影响力。

       2014 年，“新湖・育”与国内其他 16 家公益创投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
盟）”，期冀整合资源，共同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发掘、连接、培育和支持具有社会创业精神的人，
给社会带来正向改变。

       2015 年，“新湖・育”等 8 家中国社会投资机构在清华大学共同发起成立“清华 x-lab • 社创天地”，
通过 “孵化 + 创投” 的深入介入模式助力科技型社会企业的规模化，最终培养中国未来的社会企
业家领袖。

       2018 年，深德与清华 x-lab 共同主办的社创天地在清华大学开设《社会创业导论》课程，面
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了解社会企业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形成有效商业模式的机会。溯源向上，
播种学子，通过知识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发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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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投资

服务影响力投资人，助推包容性商业

       2016 年起，经过对中国包容性商业的深入研究，深德继续受亚洲开发银行（ADB）委托，助
力亚行探索商业企业如何在中国有效地参与扶贫事业。

       2017 至 18 年，深德对黑龙江、山西和内蒙古深入探访，进行中小企业运行状况分析，协助民
营企业进一步实践包容性商业的经营模式。并通过包容性商业基金的可行性调研，为亚行提供包
括行业选择、资金投入模式和计划在内的调研结果与建议。

       我们认为，理想的包容性商业应从多个⽅面解决低收⼊⼈群的贫困问题，多⽅面的创新技术
和模式的结合可以产⽣快速跃进的发展效果。同时，贫困地区的当地政府在政策及⾦融⽅面的支
持对包容性商业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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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深德，不一样的接触

“照亮凉山”：深德从设计到运营

　　2009 年 4 月，深德参加了在牛津大学举行的 SKOLL 社企大会，遇见了知名社会企业 d.light 的创
办人 Ned Tozun。作为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实现社会创业的典范，d.light 为“穷人”设计和生产太阳能灯，
是深德团队一直仰慕并希望引入中国的一家国际社会企业。

　　那一年，中国还有 500 万人生活在无电地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贫困家庭。因无电而致贫，因
贫困而无电。

　　2009 年 6 月，深德联合壹基金，选择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一个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终
年阳光普照的地区进行试点。在一个 300 户的无电村，150 户农户获赠一盏太阳能灯。评估发现，用灯
农户每月煤油（照明）开支节省 50 元，而当地学生的夜间读书时间增加 40%。

　　2010 年 8 月，“送光明”二期全面启动。农户、政府、壹基金各负担太阳能灯的三分之一。2011 年，送
光明项目覆盖了美姑县全部两万三千户无电农户。

　　从项目设计，到项目评估，到项目管理，深德的角色突破了传统的咨询顾问，从后台走向前台，完
成了和受益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看到了社会企业能够带来的深远影响力。

“第一声音”：深德从筹款到执行

      
　　2015 年底，深德通过一个咨询项目了解到，全国有近 10 万名 7 岁以下的重度听障儿童。一旦错
过 0-6 岁的“黄金救助时间”，他们将一生因聋致哑。
 
　　2016 年初，深德公益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知名爱心人士发起“第一声音”，致力于为来自
低收入家庭的重度听障儿童提供高品质、全链条的医疗救助，让他们平等地拥有倾听、说话的权利。
深德作为项目发起方和管理方，从宣传、筹款，孩子筛选，到康复跟踪，再次扮演了“公益运营者”的角
色。

　　两年的时间里，第一声音筹款近 400 万元，资助了全国 19 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重度听障孩子安
装耳蜗，为 22 名孩子的术后康复买单，让他们重回有声世界。

　　2018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带动了巨量政府和社会资源，
弥补了听障儿童的救助空白。“第一声音”的使命由此告一段落。

　　两年时间，深德的每一位同事都亲身参与到了第一声音。他们不仅贡献了自己的智慧，还“消费”
自己的热情。公益之不易，战略之落地，唯有亲身体会，才能真正领悟。



 合作伙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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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积淀为序曲，
 用专业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价值。”

“战略规划是一件专业的事，
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的机构。”

“Venture Avenue and its Yu 
Impact Fund exemplify the 
remarkable innovation in social 
finance that China is develop-
ing.  They are both serving and 
developing the marketplace for 
soc ia l  p rogress .   Ven tu re  
Avenue has been a great part-
ner to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more collabor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十年以来，许多新鲜力量涌入
公益行业，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
中坚力量。深德公益则是其中一
支不太一样的团队，坚守专业咨
询这一核心，同时又不断推动对
前沿话题的探讨。大浪淘沙始见
金，也希望看到有更多深德这样
的第三方专业团队继续深耕。”

“在公益行业完整的生态链建设
中，中介咨询服务机构是其中必
不可少的一环。深德公益应运而
生，它由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
有为青年组成，深耕中国公益行
业十年，以商业的专业水准和公
益的情怀为公益组织提供增值服
务，硕果累累。未来十年我们守
望相助，共同呵护和助推我国公
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深德十年，依托国际水平的专
业知识，立足本土在地的深耕细
作，以顶级服务，与中国公益组
织并肩前行，推动行业发展，贡
献良多。寄望下一个十年，深德
承先启后，更上一层楼！”

王石
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Melissa A. Berman
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CEO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王行最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

卢思骋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CEO

牛根生
企业家、慈善家，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

 老牛基金会创始人



“在深德五年，踏千山万水，历公益先
锋浪潮，积累的丰富项目管理和评估经
验，对我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助力良多！”

       未来十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格局中，在产业结构升级和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公
益必须找准社会痛点问题嬗变的脉络， “融合”注定将成为中国公益的关键词。

       何为融合？

       对草根机构而言，知识公益将与科学公益融合；
       对企业公益而言，企业文化将与社会责任融合；
       对向善资本而言，社会创新将与公益金融融合；
       对慈善家族而言，财富传承将与文化传承融合；
       对普罗大众而言，慈善伦理将与公益意识融合；

       而未来的公益领袖，必将在未来十年担当三重引领：

       第一重，是在技术上引领。在专业领域（如环保、养老、医疗、教育）做“领头羊”，
在公益前沿创新求变，为同行者鼓舞，为后来者铺路；

       第二重，是在资源上引领。资源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人才、数据、政策。为
行业培养优质人才，共享重要数据，影响关键政策，这是一种伟大担当；

       第三重，是在价值观上引领。面向未来的社会痛点，用文化价值观保持自己的战略
定力，滴水穿石，完成突破，打造范式，获得蜕变式的成长；

       于深德，融合二字根植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拥抱跨界人才和合作伙伴，在工作中
融合理性和感性，每一个项目，每一次尝试，都是“授人以渔”。

      与未来的中国公益领袖携手，才彰显深德的影响力。

“在一个又一个不容易的项目里，被老
板远远地拉扯到舒适区的极限，反复思
考和探索，获得自我重塑与社会共益的
价值感，是我一辈子的珍贵经验。”

“在深德的两年让我惊喜地发现公益
和商业的多种结合方式，用创新的
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充满热情。深德
是一个充满企业家精神，有爱的大
家庭。”

“深德给予了当时尚处于职业探索期
的我一个非常支持性的、多元的平
台，这里有很多有趣的项目，多样
的经历，建设性的反馈，还有包容
的文化氛围。”

“在深德这五年，是一段探索、整合、
发现的旅程。越来越清晰地看到 ‘人’ 
是实现 ‘价值观’ 和 ‘组织变革’ 的重
要道路。”

“我在深德工作满八年，看过它没有
在低谷时放弃，也看过它没有在高
光处迷失。八年后，依然有挑战，
有新鲜，有渴望。期待下一个十年！”

“感恩这个专业而不失温度、多元而
不失初心的团队，给我带来了发散
脑洞与系统思维并行、细度与高度
兼备的工作体验。”

写给未来公益领袖

 团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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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
2009年加入，2014年离开后

任职于凉山州卫生健康委

李函璟
2014年加入，2016年离开后创立
有机香氛/天然护理品牌Plantasía

朱茜露
2014年加入，2019年离开后创立“禾
予”，专注于组织进化与价值观创新

郭小溪
2015年加入，2017年离开后就读
于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目前在
Bimbo集团担任全球战略经理

张禛
2016年加入，2018年离开
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商学院

楼望
2012年加入，目前为

深德咨询合伙人

杨彤
2017年加入，目前为深德

咨询资深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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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去年，中美均宣布
2030年载人登月。人类勇敢坚毅的探索，让不远的将来浮现在眼前。而中国公益
的未来十年，将经历怎样的波澜壮阔亦或艰难曲折？

       我们期盼公益事业不再是边缘化的话题，公益捐赠占GDP比重提升，上万亿
公益资金在中华大地上高效运转；

       我们期盼普罗大众的认知转变，将传统公益伦理和情怀转化为行为习惯，公
益的全民参与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

       我们期盼中国的公益机构在战略敢于“向前看”，面向社会痛点，以价值观驱
动战略，而在管理上“向右看”，学习商业管理方法和技术，提升管理效率；

       我们期盼政府在完善法规的同时，放飞公益，支持公益慈善运用新模式和新
技术制造出有温度有力度的影响力；

       我们期盼更多的社会企业家跨越慈善，步入公益，用商业智慧解决复杂社会
问题，践行他们的社会责任；

       我们期盼家族慈善更有担当，为更多的社会创新买单，让家族财富和家族文
化通过家族慈善代代传承；

       我们最期盼的，是更多的青年人行走在公益路上，让新技术实现公益效力的
突破，成为脚踏实地的公民领袖！

       对于深德，与未来公益携手的最佳选择就是战略规划、公益研究和影响力投
资。我们擅长这三个课题，而且怀抱热忱。“打造中国公益效力”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手执效力之剑，戮力前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公益未来，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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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深德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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