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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
的重要转型期， 企业及其各类人
员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需求
也呈现出复杂化、 多元化和个性
化并存的特点。 对此，我国企业社
会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服务探
索和经验积累， 形成了以下主要
实践模式。

模式一：厂内模式。 这是我国
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较早模式，
也是当前以企业为主体推动发展
的一种模式。 具体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 90 年代，由裕元公司引发的
侵害员工权益的系列事件引起轩
然大波，迫使该公司在 2000 年聘
请了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专

门人才作为其部门主管经理，开
始探索以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企业
社会责任。2002 年 4 月，裕元公司
成立内设多名全职工作人员的员
工活动中心，建立了图书馆、温心
驿站等社会责任部门， 并组织了
大量志愿者以开展各类服务活
动，涉及安全、保健、生命辅导、环
保等内容， 开始摸索企业社会工
作的“厂内模式”，协助员工解决
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2010 年，富士康“九连跳”事
件后， 政府部门和部分企业更为
主动地开始设立社会工作岗位或
与民办社工机构合作， 推动企业
社工服务在厂内的开展和拓展。

模式二：社区模式。 2008 年
年底，伟创力集团与北京市协作
者文化传播中心携手推动成立
了“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
推广中心”， 主要扎根工业型社
区，作为工业区社会单位的一分
子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企业
员工提供社工服务，并形成了政
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协力推
进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新做法，
其服务内容包括文化娱乐、权益
维护、情感关怀、心理疏导、外展
服务及社区融入等。 该模式的主
要特质是在企业社工服务中较
为注重对服务对象的充权增能
和工业型社区的治理参与，注重
“助人自助” 这一价值理念的践
行和传递。 与驻在企业内相比 ，
其更易于获得相对第三方的角
色及企业工人的认可，且注重将
企业工人视为“社区人”而非“企
业人”。

模式三：项目嵌入模式。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给深圳企业及其员
工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 深圳市
民政部门利用福彩公益金购买了
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组织策划的
“风雨同舟———企业社会工作计
划”项目。 该中心委派了 14 名社
会工作者进驻 9 家不同领域和规

模的企业， 开展提供了一系列服
务活动。 其意义在于：一是为民办
社工机构提供了在企业内从事专
业服务的机会和空间， 二是体现
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行政能
力，三是缓解了企业的内部压力，
增强了员工的向心力。 在当前，这
一模式也成为了当前政府购买或
企业资助民办社工机构开展企业
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模式。

模式四：楼宇模式。 企业社会
工作服务的楼宇模式主要是在北
京形成的， 本质上它是将社工服
务以设立楼宇社会工作站的形式
嵌入到企业楼宇服务中， 主要依
托于商业楼宇“五站合一”的基本
做法。 以北京为例，商务楼宇经济
快速发展， 吸纳了大量企业及其
就业人员， 其面临着多元化服务
需求，如心理减压、文化娱乐、社
会交往等。 海淀区睿博社会工作
事务所承接的“一楼宇一社工”项
目， 以设立一线社工岗位和社工
督导岗位的方式， 运用社工方法
为楼宇内的企业员工开展各类服
务， 推进商务楼宇社会服务专业
化和职业化。

模式五：工会内置模式。 工
会内置模式的本质是“社会工作
者+工会工作者”的“双工模式”，

即在工会内部设置专门的社会
工作服务站或社会工作岗位，并
聘任专职社会工作者为企业组
织或事业单位及其员工提供各
项专业服务。

对于实务模式的采用应充分
遵循本土性和差异性的基本原
则， 只有适合的模式才是最好的
模式。

在未来发展的探讨中， 基于
社区综合发展的企业社会工作新
模式备受青睐，即充分整合政府、
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主体的资源
和优势， 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支持
建立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委
托专业性社会组织具体运作，或
由专业性社会组织自主建立和运
作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整合
社区不同层面的发展性资源，为
企业及其员工提供专业服务。 该
模式的优势主要有： 一是专业性
社会组织以第三方身份与政府、
企业合作， 能够保持相对中立的
价值立场； 二是它属于渐进式发
展模式， 可以回应现有企业社会
工作专业实务能力不足与企业认
知度不足的双重困境； 三是它能
够大大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的多方参与和协作， 构建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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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5 日， 媒体报
道了美的创始人何享健捐赠 60
亿元用于慈善事业的消息。 与此
同时，原广东省何享健慈善基金
会正式更名为广东省和的慈善
基金会，慈善基金将用于精准扶
贫 、教育 、双创 、养老等多个领
域。 何享健慈善基金会的更名引
发了大家对于家族基金会的讨
论 ，大家不禁要问 ，何氏基金会
还是不是家族基金会？ 到底什么
才是家族基金会？

家族基金会，是一个海外舶
来的新概念，国内在法律上对其
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行业内则将
其归纳为特殊的基金会也是因
为其鲜明的家族财富传承和家
族精神传承的工具性特点。 美国
的洛克菲勒家族，其家族财富已
经传承了六代，家族基金会在这
中间功不可没。 近几年，国内的
家族基金会发展迅猛 、 方兴未
艾，在基金会的发展中逐渐异军
突起。 2014 年，中国可投资资产
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
人群已经超过 7 万人，这个数据
也足以说明中国的家族基金会

发展需求巨大。 但中国的家族基
金会 ，到底该如何定义 ，很多人
其实并不真正清楚，更多人也就
是将其当成一般的基金会来说
而已，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家族基
金会无外乎就是一个只会花钱、
不会输血的高端奢侈品。 因此，
依托国外的示范效应，借鉴国外
的发展经验，探索家族基金会的
成立要素，促进家族基金会的健
康发展，当下已具有现实意义。

有人常常将家族基金和家
族基金会混为一谈，其实家族基
金和家族基金会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家族基金属于家族信托，
一般属于商业性的机构，而家族
基金会则是一个慈善组织，为非
营利性机构。 国内第一家完全意
义上的家族基金会是老牛基金
会，成立于 2004 年 ，以此起算的
话，国内家族基金会的发展也有
十多年的时间了。 分析这些国内
家族基金会的特点，可以管窥一
下家族基金会应具有的一些特
质要素。

第一 ， 基金会名称的家族
性。 家族基金会明显区别于一般

基金会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有一
个具有家族特点的名称作为基
金会的字号，这个名称可以是家
族长辈的名字，当然也可以是发
起人本人的名字，还可以是家族
其他人的名字。 比如曹德旺发起
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就是以
其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黄奕聪慈
善基金会则是由金光集团创始
人黄奕聪之孙黄杰胜与孙媳虞
蘅发起成立的，北京巧女公益基
金会则是由东方园林董事长何
巧女本人发起成立的。 但在家族
名字命名时，需要注意不能单独
使用姓氏，也不得使用曾因犯罪
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名，一
般也不允许使用党和国家领导
人 、老一辈革命家的姓名 ，而且
要求字号必须由 2 个以上的字
组成，须经本人同意。 如使用已
故人士的姓名作为字号，该人士
须有一定的声望。

第二，基金会发起人的家族
性。 法律中基金会的发起人可以
为自然人 ，也可以为单位 ，但家
族基金会为保持家族的特性，发
起人首先应该是家族中的人，其
次可以是家族中的一个人单独
发起，也可以是家族中的几个人
联合发起，但不应该以家族企业
等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单位或机
构来发起。 这是因为只有家族中
有威望的个人才能更好地成为
未来家族基金会传承的缘起和
核心的灵魂，因为血缘的纽带更
能将人而不是机构长久地联系
在一起。 发起人必须是在世的家
人，已故的家人不能作为家族基
金会的发起人。 发起人和原始资
金的捐赠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

第三，基金会资金来源的家

族性。 如果说字号是家族基金会
的重要表征，那么基金会的资金
来源则是家族基金会名符其实
的内核 。 家族基金会的资金来
源，既包括基金会注册成立时的
原始捐赠资金，还包括基金会成
立后的主要捐赠收入。 原始捐赠
资金的私人财产性质，决定了家
族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的近亲属
人数，而主要捐赠收入则保障了
家族基金会的家族独立性和管
理自主权。 《基金会管理条例》明
确规定，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
募基金会，可以允许不超过理事
总人数 1/3 的近亲属担任理事；
非私人财产设立的基金会，则不
允许理事会有任何近亲属关系
的理事同时存在。 很多人将家族
企业和私人财产混为一谈，认为
家族企业就是个人的财产，家企
不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家族
企业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独立法
人 ，并不附属于任何个人 ，其财
产也不属于私人财产，如果以家
族企业作为原始捐赠资金的来
源，就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家族成
员同时担任理事的可能性，家族
的特性也就会大大弱化。 老牛基
金会、巧女公益基金会以及马云
公益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均来源
于本人的捐赠，但翻看刚刚改名
的原家族基金会“广东省何享健
慈善基金会”的章程 ，其 5000 万
元人民币的原始基金却来源于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捐赠，这与其
近亲属理事任职不超过三分之
一的规定有所冲突。 再加上该基
金会已经更名为“广东省和的慈
善基金会”， 就更与家族基金会
的特质渐行渐远了。 此外，家族
基金会还应该在章程中明确规

定，基金会的主要收入应来源于
家族及其家族个人捐赠的私人
财产，以此保障家族基金会一定
的财产控制和使用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 比如老牛基金会、马云
公益基金会以及曹德旺的河仁
慈善基金会都在章程中明确规
定了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源于
本人或者本家族的捐赠。

第四 ， 基金会管理的家族
性。 严格意义上，基金会一旦成
立， 其财产应该属于社会所有 ，
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家族。 尽管如
此，但实际上基金会财产的实际
管理还是由发起人或主要捐赠
人推荐选举的理事会来控制。 家
族基金会的特点就是家族成员
在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
基金会中担任诸如理事长、秘书
长等主要角色，在基金会的重大
决策方面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
能够引导家族基金会按照家族
的兴趣和意向来持续发展。

尽管家族基金会不可避免
地带有家族的色彩，但是家族基
金会仍然属于基金会的一种，仍
然应该严格遵守《基金会管理条
例 》 等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要
求，其家族性是在合规合法基础
上的个性化表现。 另外，目前也
有一些家族基金会的家族特性
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其家族成员
担任家族基金会的领导职务减
少 ， 家族成员的影响力不断降
低，家族利益至上的核心价值观
弱化，积极吸收有社会影响力的
人士加入等，这些现象表明某些
家族基金会正在向社会化的方
向发展，去家族化的趋势也在增
强，但这已经不属于家族基金会
的讨论范畴，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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