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过冰火两重天的 2011
年， 中国公益事业以砥砺革新
的姿态步入 2012 年。

大型公益机构正放下身
段，努力亲民。

2011 年的最后一天，中国
红十字会发布“郭美美事件”
调查报告，备受争议的中国商
业系统红十字会被撤销。 同
时， 中国红十字会把 2012 年
定位为改革之年，希望重建红
会“百年老店”的公信和荣耀。
历经“郭美美事件”的洗礼，公
益机构更加体会到公众信任
和大众参与的重要。 1 月 11
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迎
来一周岁生日，发端于民间的
壹基金，诞生之初就高举人人
公益的大旗。 如今，年筹资额
过亿元的壹基金，寄望发挥品
牌优势，搭建专业透明的公益

平台。
而对于数百万计的草根

NGO 来说，2012 年则是从喜
讯开始。新年伊始，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政策多地破冰。

现代公益理念的核心是
“人人可公益”， 这也是公民社
会的标志之一。 社会组织直接
登记注册， 被视为人人公益实
现的重要制度基础。此外，基于
网络平台的微公益蓬勃兴起，
为人人公益提供了更多可能。

2012年 2月， 新浪微公益
平台正式上线公测。 公测初期，
参与人数只有几千人， 捐赠额
也仅 10 万元计。 不过，3 个月
后， 人人公益的力量就显现了
出来。5月 28日，新浪微公益平
台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为备受关注的白血病患者———
微博女孩“鲁若晴”（实名鲁超）
发起募捐项目， 短短 3 天后，

100 万的目标金额便超额
完成， 关注人数高达

25万。 这个速度让
本来设计为

2 个月
筹款
计

划的人们倍感吃惊。以此速度，一
年筹集一亿善款并非遥不可及。

而另一边，“随手拍解救被
拐儿童”、“免费午餐”这些发端
于网络的微公益行动，在 2012
年也继续朝着规范化的方向行
进。 今年 5 月，“微博打拐公益
基金”正式成立。 跨界合作、便
于参与、信息透明成为潮流，妨
碍“人人可公益”的壁垒正在消
融，人人公益的蓝图徐徐展现。
在此背景下， 首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简称慈展
会） 定于今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深圳举行。 慈展会规格空
前———由民政部、 国务院国资
委、全国工商联、广东省政府、
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 规模空
前———展区面积约 1.5 万平方
米， 上千家公益慈善组织、企
业、 教学科研机构及省（自治
区、直辖市）组团参展。此外，首
届慈展会突出政府、企业、社会
和媒体的多方参与，跨界合作。
通过展会、活动、论坛等方式，
以创新的交流互动方式， 打造
全民参与的公益盛会。

人们期待着，主题定为“发
展·融合·透明”的首届慈展会，
能成为人人公益图景中浓墨重
彩的一笔。

2012 人人公益愿景
事件：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政策多地破冰

壬辰龙年的大年初八，春
节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北
京红丹丹教育中心（以下简称
红丹丹）的创始人郑晓洁终于
填上那张梦寐以求的社会组
织登记申请表格。 当然，这只
是第一步，之后的各种程序和
审核都还要一步一步地走。

高兴的并非红丹丹一家。
今年起， 北京市 7500 多家社
会组织也都迎来政策暖春。

2012 年 1 月 31 日， 北京
市民政工作会召开。 北京市民
政局首次提出 ，今年 ，将探索
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
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公
益慈善四类社会组织在北京
登记注册，有望无须再找业务
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
请成立。 这一转变意味着，北
京市将继广东“破冰”之后，探
索突破社会组织的 “双重管
理 ”壁垒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直接登记。

2011 年 11 月， 广东省民
政厅提出 ， 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 ，除特别规定 、特殊领域
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

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
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这是我国首次在社会组织领
域取消 “双重管理 ”的地方改
革方案。

2012 年 2 月 1 日，上海市
民政局传出消息，今年上海将
探索通过“自律承诺”等方式，
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

我国延续数十年的社会组
织管理制度正迎来破冰期。 广
东、北京等地破冰尝试背后，是
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放
权。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此前表
示，要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
件的地方将社会组织业务主管
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从“主管”到“指导”，简单
的用词变化背后， 意味着数以
百万计的民间社会组织可能
破解登记难这一问
题。
（刘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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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不得不提的“郭美美”

走过了大红大紫的 2010
年后， 本期待就此势头再展宏
图的中国公益慈善领域， 却在
接下来的一年中迎来了冰火两
重天。

2011年伊始， 李连杰带着
他的“壹基金”转嫁深圳，持续
3 年时间的基金会身份问题终
于尘埃落定。 至此，“壹基金”
也成为了中国首个由民间发
起的、具备公募基金会资格的
社会组织。 有学者甚至称其为
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一个里
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迈开了一个非常
大的步伐。 随着公募基金会注
册资格的逐渐放开，资源垄断
开始被打破，公众在捐款时有
了选择的余地，从而促进了慈
善业的有效竞争。 而民间的公
募基金会能否在这种竞争中
胜出， 必须要依靠自身的效
率、透明度和项目选择，这给
他们也带来了责任与担当。 但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壹基
金”的挂牌成功与李连杰的个
人号召力是分不开的，这也就
捅破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

一层窗户纸———民间公益慈
善组织是难以注册成为公募
基金会的。

而这一年年初， 民间公益
却借助社交媒体的神奇力量，
真正掀起了公众广泛参与的高
潮。春节前夕，社科院于建嵘教
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
儿童”的微博，让全国的网民
在那段时间内，一边时刻传递
着按捺不住的过年喜悦心情，
一边密切关注着身边可怜的
流浪乞讨儿童。 十多日内，57
万多名网友参与到“微博打
拐”的行动中来，不仅促成了
一个个成功寻子的案例，并且
推动了政府加大打拐的力度。3
月 9 日，《凤凰周刊》 记者邓飞
在微博上发出为山区儿童提供
“免费午餐”的号召再一次引起
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网友的捐
款瞬时间蜂拥而至。年底，该项
目发起的基金募捐总额近
2500 万元人民币， 共资助了
150 多所学校的两万多个贫困
学童，并促使国务院将“免费午
餐”作为国家政策，实行财政拨
款。微公益的成功也足以证明，

中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是可以
大有作为的。

一面是民间公益力量崛
起，另一面却是基金会面色尴
尬。 大型全国性公益社团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拷问，这些在民
众的眼中被习惯性地看作代
表着“爱与帮助”的机构，初尝
急冻至冰点的滋味。 这些规模
庞大、历史悠久的组织不得不
做出反省与反思，需将不温不
火的步调加以调整，真正的落
地、生根、发芽。

回望 2011 年， 这一切让
我们看到了事物总有两面：郭
美美炫了富，但迄今为止并没
有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在此事件中产生过私利，最
后却引发了一场机制变革；卢
美美出了名，她在慈善环节并
没有错，公众反而对她资金的
来源颇有质疑；河南宋基会试
图让手中的慈善资金保值增
值没错，错是错在不应该让这
些钱逃离公益的视线；陈光标
做慈善也没错， 只是他过度高
调的姿态， 引发了媒体对他是
否吹牛的调查……

2011 公信力重建

2011 年 6 月 20 日， 一个
在网上声称自己是中国红十
字会商业总经理的 “炫富”女
孩开启了中国公益慈善领域
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公众监
督运动。

郭美美事件， 让公众矛头
直指传统体制那层神秘的面
纱， 中国红十字会的每一起捐
赠、每一项商务活动，甚至每一
张财务发票， 都成了人们关注
的焦点和质疑的对象。 红会危
机直接导致其信誉受到质疑 、
个人对其的捐赠一落千丈，有
的省区半年内的捐款都不过区
区百万元。

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使
中国红十字会的多个合作伙伴
相继被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
尴尬境地， 整个中国官办公益

慈善事业都成了公众检视的范
围———慈善总会、青基会、河南
宋基会等众多慈善组织也相继
被媒体质疑。 2011 年的夏天，
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来
说，却提早进入了寒冬。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此
番危机对于中国的慈善机构
而言，何尝不是一次发展的大
好契机？ 郭美美事件促成了红
十字会等官办慈善机构的一
系列改革尝试 。 完善治理结
构 、提升公开透明度 、提高管
理效率、接受外界监督和第三
方评估，危机如果能促使中国
官办慈善机构围绕上述几点
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的话，相
信公众恢复对其的信任也只
是一个时间问题。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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