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 � 《公益时报》：公益组织参与
社会治理的情况如何？

薛澜： 这几年公益组织对政
府的批评声音比较多， 我觉得这
也可以理解， 中国的公益组织在
我国的一些大的公共政策制定方
面参与还比较有限。 中国政府在
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也期望公益
组织能够很好参与， 但目前我们
看到的公共渠道并不是特别多。

《公益时报》：公益组织怎样

进行有效意见表达？

薛澜：公益组织应该建立比
较好的生态和公共的平台，能够
将组织自身意见汇总形成某种
模式。 另外，政府怎么建立这些
好的平台，让有代表性的公益组
织能够发表意见。 比如对《慈善
法》看法，公益组织对于立法态
度都有各自意见。 不同的观点、
力量平衡，这种平衡最好的办法
是形成一个思想集合，从政府监

管的角度把它纳入进去。

《公益时报》：公益组织监管
机制怎样？

薛澜：怎样的监管方式能够对
真正好的公益组织形成扶持作用，
而对于鱼龙混杂的机构又能够排
出去，这需要公益组织与政府双方
共同努力， 更好地组织联合起来，
正如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机构在其中达成共识，就可能对于
政策改进产生很大作用。

2016 年 11 月 23 日，第
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
展论坛在上海闭幕，这是该
论坛的最后一次亮相。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
坛始于汶川地震后非公募
基金会的扎堆出现，八年后
的今天 ，在 《慈善法 》以及
《基金会管理条例 （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 不再区分
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背
景下，论坛的未来之路引起
各界关注。

“

”

07新闻 News
２０16．11.2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 本报记者 张明敏“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始末

� �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转型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 � 从 2004 年可以注册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至今非公募基金会已经走过了 12 年的历程

见证非公募发展的八年

虽然生于 2008 年，但谈及中
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缘
起，还是无法绕过 2004 年。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
颁布实施，标志着对停滞已久的
基金会注册工作重新“开闸放
水”。 在此前一年的统计中，全国
注册有基金会近 1200 家， 但其
中鲜有非公募基金会的影子。 该
《条例》 被视为非公募基金会的
破冰性文件。

其后几年，《基金会年度检
查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
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相继通过
并实施，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有感于
民间资本投身公益的热情和非
公募基金会数量的大规模增长，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北京大学
教育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八家
机构，自愿发起设立一个非正式
网络平台，致力于加强国内非公
募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这
便是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
由来。

历年来， 共有 28 家非公募
基金会成为论坛组委会成员，15

家非公募基金会历任论坛轮值
主席。

在本届论坛之前，累计参会
人数 3000 多人次 、 参会机构
1000 多家、 参会媒体 200 多家，
开展过 7 场区域分论坛、11 次培
训和巡讲活动，有力推动了地方
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共向行业
提供了 11 份有价值的研究报
告，成为非公募基金会行业重要
的实践参考和工作指南。

本届虽为最后一届，其规模
还是打破了往届记录，参会人数
近千名、 参会基金会 167 家，共
有 226 位理事长、秘书长嘉宾到
会。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匡鹏
在致辞中说：“第八届中国非公
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是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慈善法》已经颁
布实施，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
一系列配套措施正在修改，将会
陆续出台，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
展论坛能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
的历史节点上举办，意义是非常
的重大和深远，这将是一个新的
起点。 ”

最后一次的探讨焦点

本届论坛上，非公募基金会
是否转成公募的话题格外引人

关注。
2016 年 5 月 26 日， 民政部

就《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
意见稿不再区分公募和非公募
基金会，基金会成立满两年后将
可以依法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公益时报》 记者从基金会
中心网了解到，截至第八届中国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举办当
天， 全国共有 5271 家基金会，
2015 年末净资产达 1136 亿，而
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超过
了公募基金会。

面对转为公募的机会，很多
机构负责人表示，将视机构自身
能力作出选择。

广东省非公募基金会千禾
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
早期担任过非公募转为公募的
SEE 基金会的秘书长， 现在重新
回到非公募基金会任职的她表
示，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作为非
公募基金会，是否现在要转变为
公募基金会还要根据机构实际，
当前，并没有需要转变为公募基
金会，而相比身份转变更为重要
的是履行好机构宗旨，千禾社区
公益基金会从注册的第一天起

就在推动社区发展和社区资助
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按照《慈善法》要求，非公
募基金会去申请成为慈善组织
是必要的， 但是不是一定要享
有公募权并不绝对。 事实上，在
基金会工作过程中， 非公募与
公募并没有太大的限制， 并不
会因为非公募与公募的身份转
变而对机构理念、 执行有什么
影响。 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的千
禾已经将机构财务完全透明、
公开， 这并不因为非公募与公
募的身份， 这就是千禾的一个
工作方式，所以，相关条例的修
改， 并不是机构是否转变身份
的根本条件。 ”刘小钢对《公益
时报》记者表示。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是一家关注于教育的公募基金
会，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是否转公
募，在该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看
来，基金会是否公募，这是一个
生存结构的战略选择，非公募与
公募均是一种选择。

“做公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情， 这是面对社会公众在说话，
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的公器，这
样看来自身公开透明就显得特

别重要。 如果基金会的项目和服
务是能够给公众说清楚，同时又
有着一套完整的工作逻辑和数
据采集能力，能够做好信息披露
的透明工作， 你就可以选择公
募，所以是否公募，这需根据每
个机构自身能力来选择，一旦选
择就意味着承担，所以都相对公
平。 ”潘江雪说。

未来走向何方

2016 年 9 月 1 日，《慈善法》
实施，放开公募权；《基金会管理
条例》也作出修订，拟不再区分
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 虽然有相
当部分的基金会仍会以“非公
募”的形态存在下去，但基金会
的转型思考也必将使论坛发生
转变。

论坛组委会表示:“今后将更
具开放胸怀，欢迎更多有志于机
构卓越和行业发展的基金会成
为同行伙伴， 加入论坛组委会，
成为论坛核心成员，共推中国基
金会的发展。 将加强论坛作为基
金会行业平台的战略，通过‘论
坛+’ 的工作模式， 响应伙伴需
求，与伙伴协同发展。 ”

问题在于， 原有发起各方
随着基金会的转型升级会否继
续支持这一论坛？ 新的同行伙
伴如何吸纳， 他们又会认同论
坛的历史与精神吗？ 论坛的资
金、 人力等需求能够持续得到
满足吗？ 在众多机构纷纷挑起
公益大梁的当下， 相对松散的
论坛组织结构是否还能继续得
到延续？

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大都
由企业发起，当其自身的独立性
尚待发展的时候，推动行业发展
与自身发展之间并不能总是保
持目标一致。

当然，改变已经在发生。
2017 年，将召开《慈善法》实

施之后的首个中国基金会发展
论坛。 据《公益时报》记者从第八
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组委会了解到，2017 年， 中国基
金会发展论坛轮值主席由百度
公益基金会接棒。

未来如何，尚待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