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服务创造价值、专业引领发展；
2.非营利组织特征与市场化属性的平衡。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卓华：

非营利组织要找到市场化平衡点

公益领域专家 涂猛：

公益组织要提高效能必须市场化

1.市场化是实现公益目的的一种手段，因而，市场化绝
不意味公益组织以营利为目的；

2.公益组织实务人员是在“去行政化”的语境下提出市
场化的；

3.公益组织要提高效能必须走市场化道路，包括遵循
市场的逻辑以及充分运用好市场化的方法。

广州市零略战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廖焕标：

市场化是公共资源配置的手段

公益服务如果要以市场运
营为手段的话， 评判标准需考
虑向社群倾斜， 公益性体现在
弱势社群在享用公共服务上有
适度的绿色通道， 市场化运作
体现在充分调度特定社群的资
源上， 实际上两者都是公共资
源配置的手段。

中国社会组织为什么要走
向国际化？我们要看到社会组织
国际化发展的机遇。 第一，是国
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和社会组
织涉外政策的要求；第二，是国
家特别鼓励带有中国元素的国
际组织的成立， 例如博鳌论坛；
第三，是国际组织对中国社会的
期望，正如社会工作联合会要承
办社会工作亚太区域联合大会，
这是推动中国走向国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将对中
国组织国际化起到很好的推动
作用。

那么， 社会组织能不能走
出去？ 比如厄瓜多尔地震时，除
了中国政府给予厄瓜多尔救助
资金外， 我们民间的力量已经
过去了，扶贫基金会、壹基金、
蓝天救援队、 成都义工联……
我们的社会组织从中字头到民
间的都去了， 但是问题还是存
在。

第一， 缺乏总体的战略思
维。 比如，社工组织有没有参与
走出去？

第二， 缺乏内部的战略人
才和资金。 这次地震，许多民间
组织都是个人自掏腰包出去
的。 再例如，现在有妇女被拐卖

到中国来， 也有中国的女性被
拐到泰国当性工作者， 在她们
被解救、 回到自己家乡和社会
的时候， 并没有专业的社会工
作者能使她们恢复正常的心理
状态， 所以社会工作人才很重
要。

第三， 外部的法律环境和
政策环境还不够完善。 实际上，
如果没有政府支持， 如果没有
专业的社会组织， 尤其是社工
组织支持， 我们进入外国的社
区，如何能够跟当地打交道？ 而
我们的民间组织走出去还处在
认知的阶段。 另外，我们一说走
出去，就有很多人来批评。

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有哪

些对策？ 第一，要有战略设计；
第二，要有品牌项目；第三，海
外机构；第四，资金运作；第五，
人力网络。 习主席在 G20 峰会
提出来走向国际的六大人才标
准，第一，要认知国情；第二，要
懂国际规则；第三，要有国际视
野；第四，国内政治经济认知的
战略；第五，谈判能力；第六，语
言能力。

此外，在对策方面，党委要
重视， 政府要支持， 法律要先
行。 我还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要
建立中国的部级协调机构，即
中国国际合作发展署，解决“九
龙治水”的问题。 另外，我们要
解决支持政策，比如说税收、外
汇、安全、人权、境外、研究、管
理等。

我的结论是， 社会组织走
出去，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要
建立国际网络。 习主席说，中国
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 各方面
都要强。 对此，我的理解是，我
们现在在不断地引领世界，我
们的企业走出去也得到了世界
的关照， 但是我们的社会组织
才刚刚起步， 我们期待中国的
社会组织也能够有一天能够走
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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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马上要迎来马甸会议
30 周年，这 30 年，社会工作取得
了很快的发展，第一，形成了一
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政策体系法
规。 第二，形成了一个认同社会
工作作用的社会共识，现在很多
服务对象包括政府，越来越意识
到离不开社工。 第三，形成了一
支队伍，现在有 76 万人。 第四，
在多个领域开展了专业服务。

在成就的同时面临一些挑
战。 从社会工作人才数量上来
讲，2020 年达到 145 万， 现在达
到了 76 万，还剩下 70 万左右，在
剩下的 3 年半时间里每年有 20
万的任务，是非常严峻的。

从质量上来讲， 人员的规
格、专业的能力、知识的结构、地
域的分布等方面还都存在一些
偏差和缺失。

所以， 下一步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要实现四个转
变， 首先是要由侧重通才型人
才的培养向兼顾通才和专才的
方向转变。 第二，过去社工人才
大多数都是在城市， 农村最需
要但是农村人才极缺， 要向这
个方面转变。 第三，在知识结构
方面， 要由擅长宏观知识的应
用， 向宏观和微观临床知识相
结合的方向转变。 第四，在人才
的层次上要由侧重一线人员的
培养向一线和管理人员的培养
的方向转变。

如何实现这些转变，国家开

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现在有一
些措施。 一是精准项目扶贫的
启动。 二是分领域的人才培养，
国家开放大学社工学院将通过
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
的途径来加强不同领域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的建设， 已经形成
了一些线上线下的课程， 可以
和各地的行业组织合作进行人
才培养。 三是致力于社会工作
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培养， 学院
设计一些比较高端的管理性的
课程，境外的游学考察，或者是
境内的专题的研讨等， 比如美
国社会工作的游学考察， 台湾
社区营造专题的考察， 将来还
有老年长期照顾、 青少年的服
务、 社会工作管理等比较高层
次的学习和研讨。 四是致力于
掌握和运用临床治疗性知识的
人才的培养， 设计了一套系列
的课程，有 20 余门课。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事长 黄浩明：

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

2017 年 3 月 17 日， 中国首
个物流环保公益基金———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菜鸟绿色联盟
公益基金在京成立。 该基金将专
注于解决日趋严重的物流业污
染现状， 推动快递包装创新改
良， 促进快递车辆使用清洁能
源，引导运用大数据技术减少资
源浪费，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据了解，该基金是由菜鸟网
络、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发起， 圆通、中
通、申通、韵达、百世和天天等六
家快递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未
来，基金计划投入 3 亿元，用于
开展绿色物流、绿色消费、绿色
供应链等方面的研究、倡导和推
动。

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在致
辞中表示，我国已经成为网络购
物最发达的国家， 但是在生产、
流通、仓储、消费和回收等环节

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源能源消耗、
浪费现象。 推行绿色供应链管
理，推进绿色包装、绿色采购、绿
色物流、绿色回收、大幅减少生
产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
污染物排放已经显得尤为紧迫
和重要。 此次成立的基金以行业
联合的形式，推动物流行业转型
发展、开发绿色供应链和循环发
展、 低碳发展公益宣传活动，是
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阿里巴巴集团 CPO、菜鸟网
络董事长童文红认为，阿里是中
国最大的电商平台，菜鸟是中国
最大的大数据物流平台，所以牵
头解决物流业的环保化，阿里巴
巴和菜鸟网络是责无旁贷。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也力挺绿色物流。 他呼吁大家一
起来研究，让中国的物流变成绿
色的物流，让中国的环境更好。

据悉，2016 年 6 月， 菜鸟网

络联合全球 32 家物流合作伙伴
启动“绿动计划”，截至目前已进
行多项环保创新改进， 推出了
100%可生物降解的快递包装袋
和无胶带环保纸箱，目前已有近
50 万绿色包裹送达消费者手中。
同时，菜鸟和主要物流伙伴通过
大力推广电子面单、 纸箱再回
收、绿色新能源车等举措进一步
提升效能，减少碳排放。

（王心怡）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成立

菜鸟网络牵头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 史柏年：

社工人才培养需要实现四个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