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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三定”方案抓住改革关键

1 月 21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8 年中国经济成绩单。经初步
核算，2018 年全国 GDP（国内生
产总值）达 900309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 比 2017 年同比增长
6.6%，实现 6.5%左右的预期发展
目标。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居全球
第二，但人均 GDP 刚接近 10000
美元，仍然排在全球 70 位左右，
属于中下游水平，仍处于发展中
国家行列。

王振耀觉得，GDP 突破 90
万亿是中国历史上从未达到
过的发展水平， 人均 GDP 达
到 1 万美元后，中国进入“善
经济时代”。

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
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2017 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经济发展，社会矛盾在不同
阶段的转化都预示着中国发展
整体向好，但另一个角度也给中
国提出警醒，中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逐步加深。

1 月 21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中
国出生人口达 1523 万， 比上年
减少 200 万人，是近 40 年来中国
出生人口环比下降最多的一年。
另一方面， 老年人口增加，65 岁
以上老年人到 2018 年底达到 1.7
亿人，比上年增加 827 万人。

王振耀表示：“大数据显示
人口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程度
升高， 对于现在社会既有巨大
进步也有巨大挑战， 这种挑战
并非解决温饱和下岗失业，而
是在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福利
制度整体改善中， 人口老龄化
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挑战。 这是
一种社会内在发展向上提升性

的挑战， 对国家职能产生很大
需求， 这也正是国家机构改革
的动力。 ”

“这次机构改革国家下了很
大决心，抓住了当前改革关键。 ”
王振耀表示。

新设三个司意义重大

计划经济下，涉及养老、儿
童、 残障群体权益保障的社会
职能大多通过国务院议事协调
机构和国有单位来承担， 并通
过活动来落实，街道、社区发挥
功能不强。 市场经济下，大量民
营企业出现， 社会职能发生转
移，街道、社区均承担起养老、
儿童、 残障群体权益保障的社
会职能。

2008 年 9 月 1 日，民政部公
布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成立。 王振耀出任司长，提出要
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并正在直
接推动中国福利制度特别是养
老服务产业的规划与发展。

根据当年国务院“三定”方
案赋予的职责，社会福利和慈善
事业促进司分管福利彩票发行、
慈善和社会捐助、老年人和残疾
人福利及儿童福利事业等工作。
下设福利彩票（综合）处、慈善和
社会捐助处、 老年人福利处、残
障人福利处、儿童福利处。

此时，国务院设立的议事协
调机构与王振耀所在的社会福
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产生着直
接的交集。

根据（国发〔2008〕13 号《国
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
通知》），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
委员会， 具体工作由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承担。 全国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民政部，
与中国老龄协会合署办公；国
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 具体
工作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承
担； 这些机构负责协调和推动
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儿童、养老、
残障领域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
策措施，发展相关事业。

王振耀说 ：“那时一个处
（室）就两三个人，最多四五个
人， 应对一个协调几十个部委

的议事协调机构有些吃力，也
不平衡。 ”

当时， 有媒体指出， 中国
的养老服务十年依旧处于起
步状态。

王振耀表示：“当时，社会团
体推不动，国家职能部门人手又
不够， 这种结构性矛盾比较突
出，使得儿童、养老、残障事业等
领域发展较慢。 ”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让社会服务工作带来空前机
遇。 ”王振耀表示，“民政部‘三
定’方案的机构性改革，充实了
国家机关社会职能的确立和加
强， 国家机构依照法律来承担
起社会职能的规划、指导、管理
和服务等各方面的构架制定。
对养老、儿童、残障事业等各项
政策拟定、 制定都会来一次全
新的梳理。 ”

根据民政部“三定”方案，内
设部门“养老服务司”“儿童福利
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明确为“司”级别。

王振耀表示：“政府部门的
‘司’级在国家机关中相对独立，
机构建制加强，能独立行使行政
管理职责。 ”

另外，王振耀还觉得内设部
门“三个司”，将会对儿童福利、
养老产业及大健康产业带来积
极影响。

“国家机关职能强化，必然
对宏观规划管理加强，社会要素
将得到较好指导，对处于经济转
型期整个国家结构提升均有利
好。 ”王振耀表示。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是创新

根据新设立“慈善事业促进

和社会工作司”职责规划，“拟订
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政策和慈善
信托、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管理办
法。 拟订福利彩票管理制度，监
督福利彩票的开奖和销毁，管理
监督福利彩票代销行为。 拟订社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政策，组织推
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
愿者队伍建设。 ”

王振耀表示：“这是一种非
常好的创新，使行政机关依法治
善有着更明确的管理职能，让

‘善’ 守法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挑
战。 慈善捐赠对公众并不陌生，
但慈善信托却相对陌生，机构职
责规划也需要与时俱进。 另外，
将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结合起
来，让慈善事业更实。 ”

“社会需要大量的社会工
作者，但这一群体就业不明显，
为什么呢？ ”王振耀反问道，“社
会工作原先希望培养几百万名
社会工作者，现在也就几十万，
还存在一定就业问题， 但社会
又有大量需求，现在成立‘司’
级机构会让信息更为对称，带
来更大发展。 ”

“三定”方案下，社会组织
如何发展？

2016 年《慈善法》 正式实
施，国务院依托《慈善法》能否
制定出行政规章和公开规划，
社会组织学界应该做好这次配
合， 论证政策操作机制的设计
有着大量社会需求， 这将对国
家公益资金投入调整、 规划设
施建设、 产业要素投资产生积
极影响。

王振耀表示：“第一，要跟政
府形成密切合作机制，为政府机
构改革调整和政策健全提供更

实在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将
这些年社会组织理论界形成的
想法来一次转化。 第二，社会组
织应尽快完成专业化社会服务
能力转型。 积极探索发展道路，
在养老、儿童、残障等社会服务
领域出现类似 BAT 的大平台服
务机构。 ”

为社会服务业带来机遇

“三定” 方案给社会服务
业带来了巨大的需求，需要社
会组织来做有使命性驱动的
社会服务。 这些年，一些企业
进到社会服务业领域，产业做
不起来，相信光有资本就能服
务于社会服务领域推动发展，
但效果并不好，社会服务业光
靠资本解决不了问题，没有使
命感和责任感，很难说能起到
正向的效果。

“‘幼儿园扎针事件’、‘儿童
虐待事件’， 这些事件的出现都
是因为该行业的社会服务没有
使命感。 ”王振耀评述道。

除了使命感之外，社会道德
和社会职业的培训都需要大量
提高。

王振耀表示，社会服务业是
一个拥有特殊使命的行业，使命
感是做好社会服务的前提。 另
外，教育培训、专业水平和职业
体系也越来越完备，这均是社会
服务业向好的特征。 但目前，社
会组织准备还是不足。

王振耀指出：“农民工制度
应对社会服务体系的时代已经
结束， 参与社会服务不培训不
行，培训需经较长的职业化过程
才能产生效果。 所以，社会服务
机构要转型，需要有紧迫感才能
与国家政策产生良性互动。 ”

王振耀：“三定” 方案是国家机构行政管
理应对社会领域挑战的需求

1 月 25 日 ，民政部官网发布《民政部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 》，对 “三定 ”方案进行正式发布 。 民政部内设机构中 ，
新设立的 “养老服务司 ”“儿童福利司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 ”引发关切 。

当天上午 ，民政部举行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 “三
定 ”方案的正式发布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 、办公厅主任张卫星表
示 ，民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 ，狠抓新 “三定 ”规
定落实 。

2008 年 ，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现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 ：“从宏观角度来
看 ，‘三定 ’方案机构改革是国家机构行政管理应对社会领域挑战
的需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