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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转型期中的战略规划 

张伯驹 

 

一、前言 

作为大陆最早一批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自然之友在成立十年之际开始进行了组织结

构和行动领域的战略转型。在历时六七年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关键的节点。自然之友转型的

个案，对于中国本土环境团体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在转型

后期的三年，两次具有递进关系的战略规划具有典型意义，这是中国本土民间环境保护组织

中比较先行、比较完整的规划活动，本文将重点对第一轮战略规划进行分析，并简要介绍第

二轮规划的情况。 

 

二、自然之友战略规划的背景与环境： 

(一) 背景 

     自然之友成立于 1993 年 6 月 5 日，注册登记于 1994 年 3 月 31 日，是中国最早正式

注册成立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之一。在成立至今的 14 年里，经历了从最初的藏羚羊保护、

滇金丝猴保护等事件，到九十年代末的报纸环境意识调查、绿色希望行动等项目，再到二零

零四年后的圆明园防渗工程行动、中国环境绿皮书、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作网络等；从创会时

梁从诫先生等几名创始人，发展到全国累计近万名会员；从最初的纯志愿者组织，发展到拥

有 20 人左右的专（兼）职工作团队，以理事会治理下的总干事负责制进行日常运作。可以

说，十几年来自然之友在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长足的进展。 

    新世纪到来后，全球环境危机日益深化，大陆自然生态和环境状况也未改变恶化的趋势，

环境改善的拐点还远未到来；本土环保组织在不断涌现，国际组织也纷纷进入中国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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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间环保力量对于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还处于弱势，需要数量的更快发展和能力的进一步

提升；自然之友虽然经过了十四年的发展历程，但在组织建设上仍显得不甚成熟，尤其在会

员、理事会、领导人、工作团队之间未能形成有机整体；在组织使命的确定和工作方向的把

握上，仍处在含混不清和随机变化的状态中。 

 

(二) 环境 

自然之友在发展的中期（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逐

渐“脱敏”，媒体开始广泛进行报道与传播生态环境内容，使其成为公众和社会关注的议题；

政府对环保工作投入急速增加；经济发展和生产建设对于环境破坏和人类健康影响的负面影

响大量增加；相关环保法制虽然数量多，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NGO 的社会合法性和法律

合法性都比较低等社会情境。 

在 2008 年初，中国自然环境治理的总体现状是1： 

·生态恶化现象持续； 

·污染排放仍是重要问题，河流、海洋、湿地的污染控制形势严峻； 

·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跨界水污染是重头。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7 年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部，并在尝试绿色核算、绿色信贷等

新的环境治理手法，但面临很多阻力； 

·全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管理实效和有效年限还不够，保护成效并不乐观； 

·随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陆续出台，公众参与将在

环保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民众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与自身的相关性，但绝大多数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仍处于一

                                                        
1 自然之友战略规划外部信息收集之研究者报告，张伯驹，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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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认识到问题和抱怨的状态，没有到采取行动的程度； 

·农村污染今后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城市化带来的的噪音污染、垃圾等问题还会加剧。 

 

自然之友在面临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内部面对着管理瓶颈的挑战：自然之友需要进一

步认清作为一个老牌环保 NGO，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需要探索如何与其它环保组织有

效嵌合，与其它 NGO、企业、基金会、政府部门等开展积极的合作，才能更大的发挥民间

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自然之友在往日的积累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机构的使命和核心价值

观，针对发展目标制定出有效的策略。 

 

三、议题分析与探讨： 

基于以上原因，自然之友于 2007 年 11 月开始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机构战略规划，并在

两年半后进行了第二轮的规划工作。 

 

第一轮战略规划从 2007 年 11 月开始，至 2008 年 5 月结束，共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规划协作伙伴为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CBAC，下文简称倍能中心）。期间共经历

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2007 年底，全体员工、部分理事和部分前理事、前员工共同对自然之友当前的工作方

向和工作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估。 

鉴于在第一阶段的讨论过程中表现出工作团队与理事会沟通不通畅、对于项目工作、

组织发展的概念难以达到共识等问题。为了使整个战略规划过程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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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期三天的“非营利组织核心管理能力”培训，推动所有的参与者正视目前组织和工作团队

面临的问题和缺陷，形成了较高的共识。 

 

（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主题是内部评估，共历时六天。首先由十名员工代表在倍能中心的指导下，

通过两天讨论建立了自然之友内部能力评估的工具框架，共含 11 大类 147 个指标。随后全

体员工和部分理事进行参与式分析评估打分，并通过内部评估分数结果讨论机构大方向。 

通过此次的内部评估，反映出如下结果： 

 

在自然之友近年来的工作和组织发展中，得分最高的五个能力指标为： 

1， 组织定期公开财务报告； 

2， 各部门有明确的月度计划； 

3， 员工之间互相帮助，积极配合； 

4， 组织按项目规划执行项目； 

5， 组织积极与国内外相关 NGO 建立合作关系。 

自然之友得分最低的 5 个能力指标为： 

1， 组织定期制定战略规划； 

2， 组织用多种方式进行筹资能力培训； 

3， 组织定期评估战略规划 

4， 组织与员工共同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5， 组织有员工管理手册。 

自然之友未来三年应最优先发展的 5 个能力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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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有明确的使命描述； 

2， 组织有明确的优先工作领域。 

3， 组织具有有效的宣传策略； 

4， 项目设计紧密联系组织使命和战略目标、优先领域； 

5， 组织根据年度计划制定相应的筹资计划；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自然之友工作团队和理事会对于明确组织使命、愿景、制定

战略规划及其相关计划、资源动员、规范工作流程等方面都非常重视；但同时，通过

投票分数的统计也反映出，在这个阶段工作团队和理事会对于同样指标所打的分数具

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反映出二者的共识有待提高。 

 

（三）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主题是外部信息收集分析。工作团队向 11 个对象群体（包括：会员；理

事会成员；离开的老员工；志愿者；政府部门；媒体；研究者；基金会；企业；服务群体；

环境 NGO）收集与自然之友的发展相关的外部信息（相关政策、环境保护领域的现状、对

自然之友工作的评价、未来方向的建议等）。 

对于来自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和意见，工作团队进行了充分的辨析和讨论，并产出“外

部相关方信息收集”报告，为修订组织的愿景、使命、工作方向和策略提供思考的依据。 

以下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专业研究者： 

-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环境拐点还未到来。 

-FON 要寻求让不同层次的人群得到改变的方式方法，要推动建立一种“生态平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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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 

-FON 应起到一种管道的作用：听到声音——反应——调研——提出建设性建议——进

行倡导活动以期影响社会或政策 

资助方（含基金会等）： 

-所进行信息收集的基金会对象中，没有一家计划削减在中国的工作投入。另一方面，

预示着未来的资助项目中会带进更多基金会想要影响、推动的理念。这对受助方自身的风险

分析，专业水平能力，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很多基金会希望能够在自然之友的案例上，看到体现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特点，如民

主、参与、学习型组织等。 

环境 NGOs: 

-FON 近几年处在停滞期，系统的、有影响的活动不多，组织形象有些模糊。 

-历史积淀很多，资源丰富，但面对未来，要调整重点和方向，利用好历史和资源。 

-希望自然之友对一线的、艰难的、草根的 NGO 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 

政府： 

-与政府的合作要更积极一些，合作要以大方向为出发点。 

-要思考独立性，并界定自己在什么层面的独立——立场、理念、财务、项目… 

媒体： 

-FON 媒体意识较差，缺乏主动性。 

-影响人群不明确，媒体应有长期策略。 

 

（四）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的主题是形成愿景使命于重点行动领域。 



【實務論壇 D】自然之友轉型期中的戰略規劃 – 張伯駒 

 

全体参与者通过小组讨论和集体投票的方式得出机构的强弱势分析结果。按照得票数

量多少排列顺序，各项的前五位是： 

 

1、自然之友的优势： 

（1）有历史遗产、有公信力 

（2）工作团队的潜在素质 

（3）会员的数量可观、分布广 

（4）有对青少年环境教育、户外活动的经验积累，有扩展的潜力 

（5）与国内外 NGO 很好的联系和平台作用 

 

2、自然之友的弱势： 

（1）组织定位不清； 

（2）工作规划性不强；决策程序不清； 

（3）没有明确的优先工作领域： 

（4）领导层的建设不健全、不稳定： 

(5) 工作创新能力弱： 

 

3、自然之友面临的机遇 

（1）公众参与环保意愿增强、诉求多： 

（2）环境决策程序中，NGO 参与空间、渠道有所增加 

（3）政府的社会政策有一定的改善，重视环保、法律；NGO 发展空间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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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领域的扩展：环境教育呈现多样化需求—公众、社会、企业、学校、社团： 

     自然之友的环境教育具有一定影响，但之前的工作大多都针对中小学生，与社会

主流公众的距离较远；如今社会各领域的人群已经具备相当的环境意识，同时有更多对于环

境教育的不同要求，尤其在提升行动能力方面——包括日常环保、绿色消费、环境维权、社

区行动等；需求的多样化表明，在受众扩展与教育手段的创新上都有更大的工作空间。 

（5）国际对中国环境的关注、压力持续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

也从国内问题上升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沙尘暴、荒漠化、海洋污染和水资

源开发等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资源、技术等国际合作在政府、

企业和民间层面广泛开展。 

 

4、自然之友面临的挑战/威胁 

（1）社会对公益事业的公信度、专业性要求提高： 

（2）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公众环境诉求多样化 

（3）本土和国际 NGO 增多，在资金、资源、项目方面与 FON 有一定的竞争： 

（4）NGO 的独立性、话语权和工作空间仍有很大局限： 

     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下，NGO 在注册、行动方式、传播途径等方面均受到社会和政

策的限制，远不能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行动、发声，需要谨慎、灵活、坚韧持续地推

动我们的工作。 

     

    鉴于以上的分析，所有参与者共同就自然之友的愿景、使命、未来三——五年的优先工

作领域、与此相适应的人力及资源调整等问题畅所欲言，并逐步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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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战 略 规 划 后 的 改 变 与 调 整 ：

 
    此轮战略规划后，自然之友根据工作目标对当时的机构架构进行了调整，按照功能划分

工作团队，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领域的进入机制，特别强调了“工作内容要和社会现实需求

的紧密嵌合，对一些重要议题要深度去做”。 

战略规划刚刚结束，马上发生的“5-12”四川大地震，自然之友根据之前的规划精神，以

及工作团对现有的能力，迅速做出了有效的救灾行动；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年中，结合自身在

环境教育的特长，一直坚持参与灾后生态重建，并逐步发展出新的能力增长点。 

而面对 2008-09 年大陆风起云涌的垃圾焚烧炉问题，自然之友也进行了直接的回应和

长期的行动，如对现有垃圾政策的分析和反思、对垃圾分类减量的社区实践于政策推动、对

垃圾焚烧环境社会影响的评估等。 

自然之友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与战略目标陈述 

 

一、 愿景 

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分享安全的资源和美好的环境 

二、 使命 

    建设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让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的行动 

三、     核心价值观 

与大自然为友，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权利；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健全是环境保护的重要保证； 

四、      战略目标 

1．倡导和推动环境领域公众参与机制的形成；反映和代言弱势的呼声，影响环境公共

政策； 

2．通过丰富的环境教育活动，倡导更多公众增强环境意识，提升行动意愿和能力，选

择绿色生活方式；  

3．促进环境 NGO 的合作交流，形成合力； 支持草根环保力量的发展，扶持其成长； 

4．建立良好的会员机制，稳步发展会员；构建定位明确、机制合理、团队能力较强、

拥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力、优势渐成的民间环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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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轮战略规划实施到了中期，2010 年末，自然之友进行了第二轮规划工作（暨

愿战略规划的回顾与修订）。在前进工作室的协作之下，工作团队和部分理事回顾了两年半

以来的工作发展轨迹，并进一步确定了未来三年的主要工作领域——推动宜居城市。同时，

将工作团队进一步调整为以议题为主的架构。这次规划在原有方向的基础上，对一些工作中

的问题和桎梏予以回应，对于接下来的行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在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下，很多大陆的本土环保团体已经进入了“成立超过十年，建立一

定工作团队，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作领域”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也陷入到了“工作方向愈发

不明确、资源筹集为了满足组织运营而不是解决问题、创始领导人长期占据组织主导作用、

管理能力制约机构发展”等发展瓶颈之中，如何面对这样的瓶颈，并突破之，是我们需要持

续探讨，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 

自然之友的战略规划，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可供剖析的案例。战略规划对于民

间组织，不仅仅是给出一张发展蓝图，更是让其自身团队增加共识与理解、组织与外界增强

“共振”的重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