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8 月 15 日，73 岁的公益人士坤叔再次走进
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服务大厅。 “转正”近 8
年后，他有了一个新愿望：将东莞市千分一公益
服务中心升级为基金会。

回望广东社会组织发展历程，2011年 “草根
组织”坤叔助学团队的“转正”曾是一个标志性
事件。 当年 9 月 29 日，南方日报刊发报道《坤叔
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引发社会关注，随
后省里派出工作组到东莞， 解决了该团队的注
册登记问题。

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 新中国成
立初期，社会组织数量稀少，其大量出现则是改
革开放以后的现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社会组织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
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2011年， 在广东推进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全
省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迎来新机遇。 经过降低部分
类别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强化扶持培育和规范管
理，2012—2017年，全省社会组织总量从 3.5万个
增至 6.4 万个，目前其数量已达 7万个，成为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者。 在
社会组织改革过程中，广东坚持“放”与“管”并重，
在全国发挥了改革“试验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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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组织改革：“放管并重”的辩证法

降低准入门槛 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

坤叔本名张坤，从 1988 年开
始开展助学活动，一手创办了坤
叔助学团队。 该团队想以“千分
一公益” 的名称申请登记注册，
却一直未能如愿。 南方日报的报
道最终促成了他们的“转正”。

日前， 记者在东莞见到坤
叔，感受到了他的“忙”。 马上就
到 9 月开学季，坤叔正在为筹集
贫困孩子的学费资助款到处奔
走。 另外，他也正为申请成立基
金会的计划忙碌着。

回忆起“转正”经历，坤叔记
忆犹新：“我们一开始是‘草根组
织’， 当年登记注册确实费了很
大周折。 拥有正式身份后，这些
年来，我们又有了很多新发展。 ”

其实从 2005 年起，坤叔就多
次以“千分一公益”的名称，向东
莞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登记注册。“在注册之前，我们团
队感到自己是一帮‘乌合之众’，
没有被官方认可。 别人问我们是
哪个单位的，我们哑口无言。 ”

由于登记门槛过高， 很多
“草根组织”无法正式登记。

变化发生在 2011 年 8 月。在
广东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
理的背景下，东莞市民政局推动
一项新政：当地的公益慈善类社
会组织登记不需再找业务主管
单位。 坤叔再一次来到东莞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申请注册“千分
一”公益协会。

但对于“千分一”这个名称，
东莞民政部门认为“不合适”，涉
嫌硬性摊派捐款。 坤叔则认为，

“千分一”是助学团队的理念，号
召每个人奉献收入的千分之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公益成为
习惯，这不等于摊派捐款。

南方日报对此事进行报道
后， 省里派出工作组到东莞，解
决该团队的注册登记问题。 2011
年 10 月 1 日， 东莞市千分一公
益服务中心注册成功，性质属于
社会组织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类别。 坤叔助学团队从此结束了
23 年没有“身份证”的日子。当年
12 月 1 日，“千分一”正式挂上了
锃亮的牌匾。

“有了正式身份以后， 我们的
工作开展得顺利多了，助学范围从
原来的湖南凤凰， 逐渐扩大到广
西、四川、江西、陕西以及广东河源
等地区，足迹遍布全国 8个省份的
18个县。”坤叔说，“注册后一年，资
助的学生从 1000人增至 2000人，
再过一年增至 4000人， 目前资助
的学生已达 7000人。 ”

从“孵化”到“出壳”扶上马
再送一程

和坤叔助学团队相似的“草
根组织”，2011 年也成为他们的
“登记元年”。在坤叔助学团队“转
正”之后，他们也进入“转正”的通
道。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以下
简称“家长会”），就是其中一个。

2011 年 8 月 5 日，记者曾接
到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会长
崔伟雄的电话，他们向广州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提交了材料办理
登记手续。“如果登记成功，我们
的‘家长会’将改名为广州市金
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
崔伟雄在电话里兴奋地说。

那时候，“家长会”还是一个
没有注册的“草根组织”。 2006 年
6 月 30 日，15 名癌症患儿家长自
发组建“家长会”，起步时在广州
两家医院开展面向癌症患儿和
家长的公益服务，帮助癌症儿童
及其家庭解决在治疗、康复过程
中面临的诸多困难。 家长义工通

过举办家长经验分享讨论会，开
展“重症儿童愿望成真”、 赠送
《营养手册》、节日慰问、康复者
家庭活动、公益美术课堂等活动
或项目，舒缓患儿和家长的心理
压力， 让他们更加配合治疗，提
高癌症儿童的治愈机会。 境遇相
似的“同路人”一起沟通，共同努
力树立医治和生活的信心。

然而， 手中没有一个正式的
“身份证”，“家长会” 始终行而不
远。由于没有对公账户、固定场地
和专职工作人员， 其经过几年的
发展还是停留在小规模的志愿行
动上，活动资金也十分紧缺。

“家长会”向一些基金会和
爱心企业申请善款，可是对方规
定必须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合作，不能向未注册的“草根组
织”提供资金。 就算有基金会愿
意提供捐助，也只能将资金存进
对公账户，仍然帮不了忙。 此外，
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志愿团
队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怀疑。

2010 年，广州市社会组织培
育基地为“家长会”提供了 1 平
方米大小的办公格子间，并帮助
制订了组织章程等材料， 开展
“孵化”工作。 培育基地如同“相
马的伯乐”，对宗旨、使命、服务
内容等都符合条件的“草根组
织”抛出“橄榄枝”，为他们无偿
或低偿提供办公场地、 后勤服
务、业务培训、财务托管、人事托
管等各种资源。

“我们从 2010 年 3 月起入驻
培育基地、接受‘孵化’，在培育基
地的帮助下， 我们于 2011 年 10
月拿到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
2019 年 5 月正式‘出壳’，从培育
基地搬出来‘自立门户’。 忘不了
这个阶段的点点滴滴， 凝聚着我
们奋斗的初心。 ”广州市金丝带特
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副理事长罗
志勇感慨地说，“我们逐渐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 设置理事会、 监事
会、秘书处，按照章程开展内部管
理和外部的项目运作、公益服务，
在培育基地获益良多。 ”

正规化以后， 义工队伍迅速
壮大， 多年来参加服务的热心人
士不计其数。如今，该互助中心已
将服务范围扩大到中山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 11
家医院，每年让广州 1000 名住院
癌症患儿及 2400 名家长得到服
务和支持。 此外，由其推出的“癌
症患儿入院资料包” 每年让全国
50家医院的 3000个家庭受益。

广东社会组织改革为全国
积累经验

“改革开放 40 多年，广东社
会组织取得了长足发展。 改革开
放之初，全省的社会组织也就 100
多个。2012—2017年，广东全省社
会组织总量从 3.5 万个增至 6.4
万个， 目前这一数字已达 7 万
个。 ”省民政厅副厅长、省社会组
织管理局局长庄侃告诉记者，“现
在广东社会组织总数已跃居全国
各省份第二位， 社会组织吸纳就
业人数 60多万人，居全国首位。 ”

梳理广东社会组织发展改革
的主要脉络，可以看到，从 2006
年的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
起步，到 2011 年对部分类别社会
组织直接登记的推进， 再到政府
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职能、 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 广东社会组织改
革循序渐进、稳妥开展。

中国社会组织与西方的非
政府组织有着本质区别。 社会组
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力量，具有“四个服务功
能”：服务国家，就是服务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大局； 服务社会，就
是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弥补
政府和市场的不足； 服务群众，
就是面向基层社区， 在扶贫济
困、促进邻里互助、化解群众矛
盾、共建平安社区等方面贡献力
量；服务行业，就是在促进行业
发展、加强行业自律、解决行业
纠纷中发挥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
八届六中全会以来，我省社会组
织工作进一步把握改革要求，进
一步聚焦发展主题，在加强党的
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扎实
推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
持续深化改革，形成了广东的特
色。 党的十九大突出强调要发挥
好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志愿服
务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的作用。

“放”与“管”并重，不仅要有
“发展速度”，更要提高“发展质
量”， 这是社会组织改革应该遵
循的辩证法。 我省一手抓积极引
导发展， 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
既稳妥推进直接登记，又严格落
实双重管理。 重点培育、优先发
展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公
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
组织，稳妥推进直接登记，做好

直接登记范围之外其他社会组
织的双重管理。

对于广东社会组织改革的探
路意义，庄侃认为，我省社会组织
的改革探索， 为全国社会组织改
革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经验，发
挥了改革“试验田”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已成为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全国各地基层创新经验
的基础上，社会组织改革的“顶
层设计”不断完善。 2016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
指导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走中
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2017 年， 广东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
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对进一步加强
我省社会组织建设、 激发社会组
织活力作出新的部署安排， 提出
了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
导、 完善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策
措施、 拓宽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
务渠道、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
依法做好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
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加
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规范社会
组织涉外活动等明确要求。

党的十九大以来， 强化党建
工作成为广东社会组织改革的新
亮色。 以“整体谋划、分类推进”为
原则， 大力推动我省社会组织党
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在
消除党建“空白点”上下功夫。

社会组织监管方式进一步得
到创新和丰富。 省民政厅推行社
会组织信息化管理、 全流程监
管，拟到 2020 年建立健全“1+5+
9”管理模式，即以贯彻落实中央
两办《意见》和省两办《实施意
见》为一条主线，制定 5 个管理
办法，包括《社会组织信息公开
的办法（试行）》《社会组织年度
工作报告实施办法（试行）》《购
买第三方机构服务开展社会组
织年度报告评价的指导意见》
《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和示范
创建活动管理办法》《广东省社
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暂行
办法》，建立 9 个机制，包括：年
度报告机制、 信息公开机制、联
合监管机制、 第三方评价机制、
抽查审计机制、 风险管理机制、
舆情监测与危机应对处理机制、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法人治理机制，为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一名社会组织负责人
这样形象地比喻：“我们从种子
孵化成幼苗，要成长为对社会的
有用之材， 就需要沐浴阳光雨
露，在引导扶持和依法管理之下
长成健康的大树。 ”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 广东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据《南方日报》）

坤叔拿到民政局批复（南方日报记者 苏仕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