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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经过这
么多年的发展，2016 年， 其实处
在一个历史最重要的转折关头。
今年 3 月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系统和国际
接轨的慈善界根本大法慈善法
就要诞生了。 这将是一个里程碑
式的事件，如果说，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 2004 年 、2005 年打开了
发展慈善事业的政策大门 ，2008
年社会开始积极响应创造了中
国公益事业的元年，那么经过这
么多年的努力积累，现在中国的
慈善事业到了一个非常高端的
阶段，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点。 在这个转折点上，其实我们
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
是公益，什么是公益慈善？

慈善是事业吗？ 是产业吗？

大家知道 ，千百年来 ，其实
我们都知道公益慈善好，但是对
它定义不够 ，都说是好事 ，但是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事呢？ 其实
我们没有细致地用数量化，用一
个有形的概念来把它进行定义。
我觉得在这个关头，我们要回答
两个问题，就会很简单地知道什
么是公益慈善。

首先，慈善是事业吗？ 我觉

得很容易回答，大家觉得慈善事
业很顺口， 但接着要问的是，慈
善是产业吗？ 我们很多人就会立
即感到，难道慈善是产业？ 它怎
么是产业呢？ 这个问题到现在，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系统地分析
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要回答是不是产业，我
觉得只要从两个方面一看大家
就知道了。 公益慈善能不能创造
GDP？ 另一个，也可以说，公益慈
善有没有一定的资金体量存在？
GDP 很明显 ，美国 、欧洲乃至全
世界都知道，有两个最明显的数
据。 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志愿服

务的数量。 在美国、在欧洲，许多
国家慈善就业，一般在整体就业
人口的 10%左右 ， 有的高一些 ，
有的低一些，就业是要产生 GDP
的。 志愿服务更产生出大量的社
会服务。 大体上，公益慈善事业
占的 GDP，5%左右是没有疑问
的，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所以慈善是不是产业？ 毫无
疑问是产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产
业 ， 它能产生就业 ， 它能产生
GDP，它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多样
化的服务。 同时另一方面，我们
一定要感到， 慈善是一个产业，
有很大的资金体量。 有人要捐赠

百亿 ，有人要捐赠几十亿 ，有人
要捐赠股权 ， 有人要捐赠建筑
物，所有这些，作为一个产业，它
不可能立即把钱捐出去就完了，
不是发给穷人就完了，不是这样
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事业，包括
现在有社会企业 、 社会创新等
等。 如何投入，如何保值增值，世
界各国已经创造了很多方式。

人才是最大挑战

现在，中国慈善界恰恰有了
百亿捐赠， 有了几十亿的捐赠，
公益基金会有几百亿上千亿的
资产，那到底怎么做？ 在这个历
史转折关头，我们回答了公益慈
善可以是产业， 当然是事业，更
应该进一步发展，使这个产业更
健康，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
时候，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
们现在的挑战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挑战， 我们在座
的都会意识到是人才。 我们没有
大量的杰出人才投入到公益慈善
事业中间。 一百人不够，一千人也
不够，13 亿的人口，需要大量的大
大小小的人才进来， 就像克强总
理说的万众创业， 公益慈善也需
要万众创业， 到今年这个万众创
慈善之业的时机到了， 但是我们

的人才建设还有很多障碍， 归纳
起来四个方面非常突出：

第一 ，培训机制 ，我们不像
商业 ，有系统的商学院 ，全世界
非常系统 、大量的 、经常有的各
类培训很多 。 第二 ，没有过得去
的薪酬体系 ，大家不愿意说利 ，
好像君子就不应该谈利 ， 但是
没有资金保障 ，没有薪酬 ，怎么
能驾驭几十亿 、几百亿 、几千万
的公益资金呢 ？ 各种各样的事
怎么做 ？ 第三研究 、设计 ，包括
咨询等 。 第四 ，组织 ，专业化的
人才组织也少 。 我们有秘书长
协会 ，有投资募款的协会吗 ？ 没
有 。

到现在这些方面几乎不存
在，所以现在中国公益人才的成
长机制、支撑系统非常脆弱。

今天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
口，我们这些多年努力致力于推
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人
在这里聚会，包括媒体界的朋友
们，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问题，
慈善事业大发展的时机来了，国
家的政策和法律给了我们广阔
的空间，慈善是产业，是事业，是
一个非常好的实体，大家都已经
有了共识， 但是我们的民间、社
会支撑系统还相当脆弱，当前集
中矛盾是人才。

2016 年，不出意外的话，《慈善法》将在 3 月出台。 这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和国际接轨的慈善事业根本大法。 舆论普
遍认为，随着《慈善法》的出台，公益慈善将迎来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慈善事业大发展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是否有充足的公益人才投入公益慈善领域将决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公益慈善需要万众创业，
到今年这个万众创慈善之业的时机到了，但是我们的人才建设还有很多障碍。

如何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在第八届公益新闻年会上，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秘书长卢迈，中国式众筹布道者和领军人物、人才 IPO 布道者、人称“杨众筹”的杨勇，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
时报社社长、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刘京分别就此发表了主题演讲。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王振耀

公益是事业更是产业 最大挑战是人才短缺

人们在形容中国的时候 ，往
往用狄更斯 《双城记 》里的那句
话 ：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 ，我们
现在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的 GDP
在过去这些年中是一个高速增
长，创造了世界奇迹。 但是有一
位教授曾经开玩笑地说，中国还
有另外一个创造了奇迹，我们社
会的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它扩大
的速度也是各国没有的。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国
际社会都在关注的，公益组织也
在呼吁社会公平。 这应该是我们
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的一种
理想 、梦想 ，尤其是公益人的梦
想。 那么未来 5 年是很关键的 ，
我觉得未来 5 年可以说是在重
塑中国，因为现在提出的很多目
标 ，如果真能实现 ，那么对于中
国来讲， 未来将是非常光明的。
全面深化改革 2020 年要实现 ，
300 多项要落实， 法治政府要实
现 ，经济增长 ，未来 5 年可能还
会再增长到将近 50%，整个共享
的发展，更多的人将会从增长的
50%的人中受益。

在这样的时候，我想从三个
方面提出建议。

第一方面 ， 要实现社会公
平， 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

首先是政府需要有意识地
放出一部分 ，让社会组织 ，让个
人更多地参与 ， 更大地发挥作
用，而且能够跟政府联合起来。

其次 ，慈善家 、富人通过慈
善， 比如说比尔·盖茨他们的行

动， 这样的工作才是创造性的，
一边财富可以不断增长，另外一
方面能使更多的人受益，要善待
慈善家，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再次是慈善组织面临的问
题，慈善法里有一些改进，但是在
现在来讲，除了缺人才还缺机制。

第四 ，是公众的参与 ，没有
公众参与，什么事情都认为政府
可以做， 而政府官员又不作为，
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我觉得

政府应该意识到，随着生活的改
善 ，收入的提高 ，中产阶级的兴
起 ，没有他们的参与 ，这个愿望
得不到实现，这个社会不会是和
谐的。

最后 ，要对外开放 ，现在我
们对于国际上的基金会等慈善
组织总的来讲有一个开放的态
度 ，欢迎的态度 ，但是在具体的
管理上 ，恐怕怀疑太多 ，认为颜
色革命都是这些人做的，不区分
两种情况，不能采取更开放的态
度 ， 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
象，也不利于我们在国内的公益
事业的发展。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就是按照现在 《公益时
报》做的、基金会中心网做的，就
是公开透明， 你公开透明出来，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第二方面，当人们讨论社会
公平的时候，现在的一项共识就
是从儿童做起 ， 这是从根源做
起。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已经提到了这些问题，中国也
制定了规划， 但是执行起来，往
往是忘记了最穷困的那 20%的

儿童。 七千万的贫困人口里面有
一千多万是贫困儿童，如果不解
决他们的教育，不解决他们的营
养问题，笼统说，七千万人，这是
不够的。 所以要实现社会公平必
须从儿童做起，这一千多万是未
来的母亲，那六千万的留守儿童
就是未来的父母，不做好他们的
工作 ，社会差别只会扩大 ，而且
固化。 中国只是一代人之间出现
了差别 ，还很容易纠正 ，如果让
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将来这个社
会的鸿沟是很难解决的。

第三个方面，因为今天有企
业家，有慈善家，有公益组织，有
政府官员， 我们要特别注意，国
际上现在采取的社会影响力投
资，我们和友成基金会正在开始
这项研究， 我们希望能在今年 8
月完成中国的社会影响力报告。
在这个领域里面，需要用市场的
方法， 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那
么这需要政府 、 企业和公益组
织 、慈善组织共同合作 ，需要我
们各方面大力推动，把它更加发
展、扩大起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卢迈

实现社会公平是公益人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