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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非公募基金会 12 年：
曾用名退场，新时代启幕

2004 年 6 月 1 日，《基金会
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打开了民
间资本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大
门。2016 年 9 月 1 日，《慈善法》
实施， 放开公募权；10 月，《关
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
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发布；
《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拟不再区分公募和
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
会”的名字即将卸任，但众多基
金会仍会以“非公募”的形态存
在。

从民间资本进入基金会领
域，到放开公募权，在这两个重
要结点之间的 12 年里， 非公募
基金会从一个年轻的社会组织
形态，迅速发展到现在不仅数量
占绝对优势，在社会建设中发挥
的作用亦日趋重要。

在 2016 年这个结点，我们回
顾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 12 年，
作为总结，也作为新起点。

2004—2005：
双重管理下初登舞台

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开始
出现基金会，但随后的发展并不
迅速。 2003 年全国基金会数量
954 个，2004 年减少到 892 个（据
《200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

原来成立基金会的最低注
册资金要求是 10 万元，2004 年
正式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注册资金
提高到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不低
于 800 万，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
低于 400 万，非公募基金会不低
于 200 万。

2003 年“非典“时期捐赠热
情的爆发，2004 年《条例》出台，
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被鼓励发
展，为个人和企业投身公益慈善
事业提供了意识和政策两方面
的准备。

2004 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180 家，2005 年增长至 245 家，
2005 年以后，非公募基金会的年
增长率都在 20%以上（数据来自

基金会中心网）。
与此同时，《条例》 实施后，

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并非一帆
风顺。 2005 年 6 月， 本报推出

“《基金会管理条例》 一周年”系
列报道，“河里有石水不平”，各
地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有欣欣向
荣之景， 也有不那么顺利的情
况，双重管理体制的阻碍也初现
端倪。 当时的广东省，因为业务
主管单位问题， 咨询的单位、企
业有二十多家，但一年里只有一
家非公募基金会得到审批。 为
此，广东省民政厅决定担任公益
慈善类基金会主管单位，并专门
增加了人员编制。

2006—2007：
管理与鼓励并行

2006 年，《基金会年度检查
办法》和《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颁布实施。 这“两个办法”为日后
基金会透明化的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2007 年 3 月 16 日，《企
业所得税法》通过，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
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免税额度
的提高，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意义重大。

2006 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349 家，2007 年 436 家（此处基金
会中心网与民政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不同，以后者为准。 民政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年份无非
公募基金会数量）。

与此同时，地方性的非公募
基金会稳步上升，广东省从 2005
年的 1 家非公募基金会上涨到
2007 年的 34 家， 而北京市的非
公募基金会已经占据总数的
75.6%，超过了公募。

但这个阶段，非公募基金会
刚成立不久，在内部管理、项目
运营等方面仍有很多不足。 在北
京市 2006 年基金会年检中，实
际参检 41 家非公募基金会，合
格的基金会为 26 家， 基本合格
的基金会为 15 家， 合格率仅为
63.4%。 很多基金会的运作处于

半封闭和不透明状态。 至于企业
基金会无法独立运作的问题，比
如资金过于依赖企业、专职人员
太少、 项目执行受企业/学校干
预等，则是从非公募基金会开始
成立到现在，贯穿始终并且将继
续存在的问题。

2008—2009：
数量迅速增长

2007 年 8 月民政部印发了
关于《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
办法》的通知。 2008 年，首批 62
家符合参评条件的基金会中，有
6 家获得最高评级 5A 级、13 家
获得 4A 级、19 家获得 3A 级。 作
为民政部批号为“001”号的国家
级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
基金会被评为 3A 级基金会。 时
至今日，对基金会的评估工作仍
在每年有序地进行，“等级”也成
为公众衡量一家基金会优劣的
标准之一。

2009 年， 虽然面临着金融
危机， 但历经汶川大地震后的
中国慈善事业却迎来跨越式发
展， 很多企业考虑选择设立非
公募基金会。 同时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民政部出台的《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
普惠到非公募基金会， 又进一
步促进了非公募基金会数量的
增加。

2009 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
数量为 846 家（基金会中心网数
据）， 增速亦远超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不仅数量上激增，
注册资金规模也逐渐扩大。 以民
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为例，
2008 年平均注册资金上升到
7907.5 万元，2009 年注册的 10
家非公募基金会，有 3 家超过一
亿元。

另外，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

会发展论坛的举办使得成立 5
年却仍在散兵作战的非公募基
金会在这一年开始学习走向联
合。

2010—2011：
捅破制度的天花板

2010 年 7 月 8 日， 由 35 家
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中心
网正式启动，预示着公益慈善信
息透明迈入一个新阶段。 2010 年
底，民政部发布《社会组织评估
管理办法》， 这是民政部首次以
部门规章的形式对社会组织评
估加以规范，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从此“有章可依”。

经过六年的风起云涌，非公
募基金会已成为了一支不可小
觑的力量。 截至 2011 年 9 月 7
日， 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达到
1232 家，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的
数量 1157 家。

2011 年，非公募基金会与公
募权的一次交锋———壹基金非
公募转公募终于尘埃落定，成为
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 为了在
制度上划开这个小口，李连杰笑
称自己“用尽了前半辈子的人脉
关系”。

2011 年 4 月，另一位探索者
曹德旺，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
自己及家人持有的 3 亿股福耀
玻璃股票（市值 35.5 亿元）。从宣
布股捐到最终财政部发文允许
企业股捐做慈善，曹德旺奔波了
两年，而直到 2016 年，随着《关于
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发布，这次股捐涉
及的所有问题才最终全部画上
句号。 曹德旺的股捐，实实在在
推动了政府部门在慈善制度上
的创新。

数量的激增和规模的扩张，
2008 年民间捐款的“井喷”效应

加之 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一下
将基金会的公信力推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公益慈善项目
运行与管理的规范化问题、机构
治理与信息公开问题、捐款使用
透明度与资金使用效率等问题
都开始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也
成为业内讨论的重点。

而根据《中国慈善发展报
告》（2012）统计，2010 年，调查的
875 家非公募基金会中， 全职员
工为 0 的非公募基金会占 29%，
这个比例高于公募基金会的
19%。 在政府补助性收入方面，公
募基金会是非公基金会的 29.8
倍，政府补助性收入占公募基金
会总收入近 10%， 仅占非公募总
收入的 0.58%。

2008~2010 年末非公募基金
会非限定性净资产都超过了净
资产总量的 70%， 高于公募基金
会的 55%左右。 非公募基金会在
资金使用上自由度更大些。

2012—2013：
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下放

2012 年 3 月 20 日， 第十三
次全国民政会议决定将在全国
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异地
商会审批权等。 9 月，广州市率先
开始登记非公募基金会，并在广
州市社会组织信息网公开了“非
公募基金会登记办事指引”。 紧
接着，2013 年初开始， 市级民政
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如雨
后春笋在全国多地出现。

2012 年， 成美慈善基金会
在海南省民政厅的批复下转为
地方公募基金会。 2013 年 9 月，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正式获
得公募基金会身份。 公募权突
围， 更大范围地开放公募权愈
加可期。

（下转 10 版）

按照 2015 年度支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入选非公募基金会 TOP15

� � 2011 年 5 月 5 日，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
家以捐赠股票方式成立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