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 月 6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十二次会议指出， 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
发展，对发挥民间智力、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具有
重要意义。 要优化发展环境，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
策服务的有效途径，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 要完
善管理体制， 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
制度。

作为社会智库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公益慈
善事业的发展，公益研究机构也活跃起来。 在公益
智库上，一直以来南有广州思维活络，北有海淀高
校团实力雄厚。 2016 年 12 月底，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公益发展研究院也宣告成立。

这些公益智库有的依托高校，有的注册为民办
非企业单位。 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成立、运作的呢？

《公益时报》梳理了北京、上海、广州、湖南等地
的公益研究机构，结果显示，中国公益慈善研究机
构多依托于高校，并且成立时间并不太长，数量上
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有明显优势。 有的机构对自身
的发展战略，还不是非常清晰。 中国的公益智库建
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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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研究机构发展状况掠影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1.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北京师范大

学与当时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
公益基金会合作成立了“北京
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
提供支持的还有老牛基金会、
万达集团、燕宝基金会、深圳壹
基金、 河仁基金会等基金会和
企业。 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
耀，6 月辞职赴任院长。 2012 年
1 月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是国内第一所公益研究院，
方向明确， 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也是目前公益研究机构中当之
无愧最有影响力的。

2015 年 11 月， 比尔·盖
茨、瑞·达理欧、牛根生、何巧
女、叶庆均等联合倡议成立了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王振耀担
任首任院长。

中国公益研究院与深圳国
际公益学院基本是两个牌子、一
套人马。 具体工作上，中国公益
研究院保留了儿童福利研究中
心、养老研究中心、慈善法律研
究中心三个研究部门， 公益教
育、交流等其他工作则分到了深
圳国际公益学院。

2.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

研究中心
北师大社会公益研究中心

成立于 2007 年 6 月，是北师大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下属机
构，由陶传进教授担任主任。 主
要研究领域有社会公益、非营利
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公民社
会等。

3.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2015 年 4 月，民政部与清华
大学联合创办的清华大学公益
慈善研究院成立，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出任首任院
长， 邓国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名表示，研究院的战略目标是
推进公益慈善研究和人才培养
体系建设。

2016 年 9 月，清华大学公益
慈善研究院承办了世界公益慈
善论坛。 论坛重点关注政策、学
术、实务和人才培养，共设 31 个
主题演讲或报告、12 场圆桌对
话，内容非常丰富。

此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在
开展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培养适合于各级
各类社会组织的高级公共管理
人才，促进相关法规政策体系的
建立健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公益圈朋友熟知的王名、邓
国胜、贾西津等老师均为该研究
所成员。

2012 年 11 月，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与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共同发起明德公益研
究中心， 在民政部注册为全国
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王名任
理事长。

4.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

组织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科研机

构之一， 由来自北京大学法学
院、民政部等机构的学者、官员、
专家于 1998 年共同组建成立，北
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金锦萍担任主任。

其主要活动除了理论研究、
教学和对外交流合作，还包括参

与立法。 可以看到，在《慈善法》
的起草过程中，北大、清华、北师
大、上海交大、中山大学等公益
慈善领域的研究者们，都起到了
很大作用。

5.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

中心
2005 年 10 月， 来自北京大

学多所院系的部分学者，共同组
建了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
心， 中心主要负责人包括金锦
萍、袁瑞军、师曾志等。 研究重点
放在社会企业、社会创新、影响
力投资和影响力测评等重点领
域。 中心前身为 1998 年 12 月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的
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是国内
较早关注和加入这一领域的研
究中心之一。 出版物有《中国公
民社会发展蓝皮书》等。

6.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

创新研究院
2016 年 7 月成立，独树一帜

地设立了双院长制，中国人民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任
院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
政策与实践学院副教授郭超任
国际院长。 成立之时，中国人民
大学校友李晓波专项捐赠一千
万元，支持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的成立和发展。 隶属中国人民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中国人民大
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亦由康晓
光创立并任所长。

7.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

发展研究院
与上海的全球化城市定位

相对应，2016 年 12 月 28 日成立
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

研究院，在发展方向上，将依托
上海的地理位置优势，撬动和融
合东亚地区的公益资源，打造对
接全球公益领域合作与交流的
平台，推动学术界和公益社会组
织“走出去”。

院长徐家良教授表示，研究
院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
研究中心的 2.0 升级版， 将致力
于构建与国际接轨、有中国特色
的公益研究话语体系，培养和支
持中青年公益人才的成长，推动
高质量专家学者汇聚，努力成为
专业创新的公益智库。

新成立的研究院值得期待，
而在此之前， 成立于 2006 年、徐
家良教授领衔的上海交通大学
第三部门研究中心，10 年来已经
为公益慈善研究做了非常多工
作。 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是民政部
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的社会组
织与社会建设研究基地，也是上
海高校中较为活跃的非营利组
织研究机构。 该中心常规活动双
周论坛已举办三十多期，论题涉
及社区自治、 非营利组织筹资、
社会企业、基金会内部治理等方
方面面。 主要出版物有《中国社
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 蓝皮书、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杂志等。

8.上海爱德公益研究中心

这是一家由基金会支持成
立的研究中心。 2011 年底，爱德
基金会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两家
公益机构， 一家是以公募基金
会形式成立的上海仁德基金
会， 另一家就是以民办非企业
单位形式成立的上海仁德公益
研究中心， 业务主管单位为上
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2015 年 2
月正式更名为上海爱德公益研
究中心。

上海仁德公益研究中心由
爱德基金会出资，上海社科院社
会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社会发
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交通大
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与上海映
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共同推动
成立。 其理事会成员也基本来自
以上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卢汉龙担任理事长，上海仁德
基金会理事任束鹏担任理事兼
总干事。

上海爱德公益研究中心立
足于上海， 重点着力理论研究、
政策咨询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比
如今年举办的“爱德公益沙龙暨
浦东社区基金会培育” 系列讲
座，参与“中英慈善法双边研讨
会”。 2015 年与爱德基金会等共
同举办“新常态下的公益事业发
展论”、“《慈善法(草案)》社会开
放论坛”等研讨活动。

9.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

研究院
2011 年成立的中山大学中

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明显特点是
立足珠三角，面向两岸四地。 中
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朱
健刚教授担任执行院长。 除开展
研究与教学外，亦为许多公益机
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10. 湖南师范大学慈善

公益研究中心
这家研究中心是比较少见

的由历史文化学院带头的公益
研究机构。 中心主任周秋光是湖
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受此影响，该中心在慈善历史与
传统方面的挖掘比较深入，研究
成果颇丰，对中部地区的公益人
才培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排名不分先后）

� � 2016 年 9 月 7 日，来自清华、人大、中大、台湾政治大学的五位公益研究院院长在世界公益论坛闭幕式上就公
益研究机构的发展展开了圆桌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