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完善现代社会组织
法人治理结构的行动策略
� � 十八大报告把社会组织体
制改革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
制改革的四大重要目标之一。 建
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关键就是
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健全以
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使
社会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成为独
立的法人主体。 与公司法人类
似，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一
般为“会员大会 (或会员代表大
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监事会———秘书处”。

分权制衡 建立长效机制

总的来看，任何一种法人治
理结构都应体现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即
理事会接受所有者的委托行使
决策权，由理事会选聘产生的执
行层行使管理权（代理权）；二是
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 即所有
者、决策者、执行者（管理者）之
间能够通过法人治理组织机构，
建立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
配合的制衡机制。 从这两个核心
问题出发，笔者认为建立现代社
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要把握好
三个关键点：

第一，明确理事会和秘书处
的权责关系。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
的常设机构，是社会组织的决策
机构。 秘书处是理事会决策的执
行机构，在理事会领导下开展日
常活动。 理事会负责针对重大问
题和政策召集理事会会议，通过
票决制做出决定， 如战略规划、
机构经营目标、 主要人事安排
等；秘书处负责在日常工作中贯
彻理事会的意志和意图，沟通机
构内外联系。 要坚持理事会会议
制度,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理事
会会议、常务理事会会议分别应
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常务理事
出席方可举行。 理事会会议、常

务理事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
出席会议的半数以上的理事、常
务理事无记名投票通过。 但涉及
社会组织的重大事项，应由占全
体理事三分之二的理事通过。

第二， 切实发挥监事会职
能，形成决策、监督、执行机构之
间的制衡机制。 监事与监事会是
监督和约束理事会决策行为、秘
书处执行行为的重要存在。 在健
全、合理的监督机制中，监督方
与被监督方不应当存在利害关
系。 因此，应当确保监事与监事
会的独立性，避免理事会对监事
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进行干预，也
应有效避免理事会对监事任免
的影响。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在社会组织章程中对监事
会进行具体规定，包括监事的资
格、人数及其产生程序；二是社
会组织应当通过制度的方式对
监事会的工作经费予以保障；三
是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保
证监事对决策和管理活动的参
与；四是借鉴公司治理的“股东
代表诉讼制度”， 在理事会成员
或工作人员的行为对社会组织
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下，赋予监
事代表诉讼权，以社会组织名义
提起诉讼。 （参考周芙蓉等，《论
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 》，
载于 《法制博览 》，2012 年第 6
期，第 27 页。 ）

第三，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制
度，建立公开、透明、高效的社会
组织管理长效机制。 包括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 会员登记管理办
法、财务管理制度、秘书处工作
制度、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
集中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
度和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强化
内部管理。 要建立完善的财务制
度，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会计
核算制度，建立独立的财务和银
行账户。 协会的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 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
料，按国家统一规定保管。 重点
要落实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
会、监事会等机构对行业协会资
产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决定权和
监督权。 要建立社会组织自主实
施的项目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建
立专业的、 独立的评估团队，或
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组
织进行评估监督。

明确权责 加强监督评估

围绕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
理结构建设的三个关键环节，笔
者认为应该从三个具体方面切

入，加快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
建设的步伐。

第一，加强章程审查，以章
程为核心明确法人治理结构的
构成和权责关系。 章程是社会组
织制度的核心， 要建立科学、严
密的社会组织章程。 章程要明确
社会组织的宗旨和活动范围，其
中属于法律、 法规限制的项目，
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章程要明确
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秘书
处的权利和责任。 章程应规定一
个规范、 透明的理事选任程序，
以保证理事聘选过程合法、公
开、独立。 理事由会员大会产生，
可分为内部理事和外部理事。 内
部理事也称执行理事，主要指担
任理事的社会组织管理人员如
理事长、秘书长等，外部理事亦
称外聘理事，主要指不参与社会
组织内部管理的会员和会员大
会决议聘请的非会员的专家、学
者等。 一般社会组织理事长不能
由公务员担任，理事会成员中政
府代表不能超过 1/3， 不设行政
编制和级别， 理事不领薪酬，理
事不能永久担任。 理事会设立专
门委员会，为理事会决策提供专
门的意见建议， 包括提名委员
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 秘书
长对理事会负责，由专人专职担
任，秘书长列席理事会、常务理
事会，可以当选为理事、常务理
事或副会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
不得在其他行业协会担任相同
职务。

第二，加快社会组织监事会
建设。 应当完善各社会组织监事
会的建设， 对监事会的职责、权
利，监事的产生和任期做出明确
规定。 监事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
会提名，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 由于监事会代表
多方利益，对监事的任命，一般
由不同利益方选派。 实践中主要

有会员、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
理单位，而受益人利益作为监督
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也应吸收
服务对象的代表参加监事会。 监
事除了对公益事业有较高认同
感， 愿意为公益事业奉献以外，
还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对
于项目运作和财务管理等要较
为熟悉。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 理事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不领薪酬。 为切实保证监事
会能够实施有效监督，监事列席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会议，会长
办公会及秘书处办公会等会议。
监事会对各级组织会议形成的
决议具有建议和督导执行权，对
社会组织开展的重大活动及财
务收支等具有指导与监督权，对
社会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较大问题或偏差应及时召开监
事会议研究处置意见，并督导相
关执行机构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纠正或调整。 另外，还要加强对
秘书处工作的监管，尤其是加强
对秘书处工作的规范管理。 在监
管机制上，要重在发挥制度的刚
性监督作用。

第三，在社会组织内部尽快
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 强化第三
方对社会组织的外部监督是社
会组织良性运行的重要一环。 可
以引进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社会组织加强财务审计；可以
引入独立的民间咨询机构或者
评估机构对社会组织加强业务
运行的评估；可以建立完善公开
通报制度特别是重大事项公示
制度，使社会组织自觉接受公众
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可以优化政
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政府社会
建设、民政、工商等相关职能部
门应当各负其责做好监管工作。

（作者系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委员 、 市社会办副巡视员王想
平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市社会
办综合处干部宗君）

� � 鼓楼大街棠花胡同有一家
小小的煎饼摊。 摊主叫周大力，
他和妻子刁翠莲每天四五点钟
就起床和面拢火做煎饼。 周大力
的煎饼，既有面的筋道，也有里
的香脆。 不过，比煎饼卖相和味
道更打动人的，是煎饼背后蕴藏
的浓浓“父爱”。

他有一个五岁的侄女洋洋，洋
洋的爸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上矿
山打工，于是洋洋就被寄养在周大
力家。当洋洋被查出患有骨底尾部
恶性生殖细胞瘤的时候，他们拿出
了全部积蓄给孩子治病。

周大力除了摊煎饼，还特别

喜欢唱歌。 这个普通家庭遭遇的
不幸，通过歌声而渐渐被人知道。
他参加过《星光大道》、《回声嘹
亮》。他的故事被搬上银屏之后，盲
人歌手杨光曾经要出两万元买一
张煎饼，可是他说他的煎饼只值五
块钱， 于是杨光决定买四千张煎
饼。 周大力说穷是穷，但是要有尊
严。 所以，很多人通过买煎饼来帮
助他。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只
要天气条件允许，就从鸟巢赶到周
大力的煎饼摊，买上两个煎饼。 还
有人想多给周大力钱，一百块扔给
他叫他不用找了，但周大力坚持只
卖五块钱。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周大力
对洋洋的爱被无数人成全。在赤峰
的医院里，我们见到了洋洋，她是
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只是因为 4次
化疗、15次大手术，早已没了头发。
但洋洋很坚强，她在全家人的守护
下，努力地活着。

我们希望周大力的生意红
火，让他能为洋洋攒够足够的医
药费；我们希望洋洋能够得到上
天眷顾， 让她创造奇迹康复起
来；我们更希望天下的人都能拥
有一颗善心，为身边需要帮助的
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积少
成多，力量也将势不可挡！

善·行天下 公益纪实
———有煎饼就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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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多公益故事， 敬请关注每周日12:07 的旅游卫视与公
益时报合作推出的《善·行天下》栏目

� � 总的来看， 任何
一种法人治理结构都
应体现两个核心问
题 ， 一 是 建 立 委
托———代理关系，即
理事会接受所有者的
委托行使决策权，由
理事会选聘产生的执
行层行使管理权（代
理权）；二是形成有效
的分权制衡， 即所有
者、 决策者、 执行者
（管理者）之间能够通
过法人治理组织机
构，建立相互独立、相
互制约、 相互配合的
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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