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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族基金会的发展及运作机制 ■ 陶冶 陈斌

作为家族财富和慈善观念
的载体，家族基金会一方面可以
集合家族成员内心最纯净的力
量，共同为家族的永续传承和社
会的和谐发展而不懈努力；另一
方面又可以引领社会慈善风潮、
吸引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在某一
慈善领域纵深发展。 在中国，家
族慈善的文化传统古已有之，人
们常常认为家族的兴盛是施行
善举的福报所致，并将其作为劝
人行善的极佳范例。 在欧美等发
达国家，家族基金会已经有上百
年的发展历程，有着蓬勃的生命
力，在整个慈善事业中扮演着中
流砥柱的角色。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发展历程

家族基金会的起源可追溯
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
家族、富格尔家族、罗斯柴尔德
家族等财团家族。 例如，富格尔
家族于 1516 年在德国奥格斯堡
建造了由 8 条小街和 67 幢楼房
组成的富格尔福利院，其运营费
用主要来自富格尔家族基金会，
直到今天， 入住老人仍只需与
500 年前一样支付一个莱茵盾
（约合 0.88 欧元），被当地人称为
“城中之城”。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基金会在
美国诞生。

19 世纪末，美国经济蓬勃发
展，各行业开始出现垄断，例如卡
耐基家族的钢铁托拉斯和洛克菲
勒家族的石油帝国。与此同时，广
大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尤其是
黑人和外来移民生活却苦不堪
言。 贫富严重分化、 经济危机打
击， 最终导致工人运动的规模空
前高涨。在财富积累日趋惊人、社
会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1913
年洛克菲勒家族成立洛克菲勒基
金会， 现代意义上的家族慈善基
金会正式走上美国舞台。

1913 年，政府开展“沃尔什
调查”， 审定基金会与财团之间
的界限。 调查以指控不成立告
终，反而提高了这些基金会的声
誉。 同年，联邦所得税制度入法，
并于当年 10 月将个人所得税定
为最低税率 1%、 最高税率 7%的
7 级累进税种。 1916 年， 遗产税
首次被永久化和制度化，税率定
为 1%（遗产 5 万美元以上）到
10%（遗产 500 万美元以上）。
1917 年 3 月，开始对慈善捐赠给
予优惠扣除待遇。 在最早建立的
家族基金会的带领与联邦税制
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富豪家族
纷纷成立了家族基金会。 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共有 479 家
家族基金会。

二战之后， 随着经济复苏，
美国家族基金会开始平稳增长。
已成立的家族基金会影响力不
断增强，慈善事业也延伸到了世
界其他国家， 取得了杰出的成
果。 关于这些家族基金会是否从

事了“非美或颠覆性活动”的担
忧，使得政府发起了“里斯及考
克斯调查”， 引起社会舆论一片
哗然。 众多高等院校、学者和媒
体盛赞基金会的功劳、批评政府
的猜忌。 调查仍以指控不成立告
终， 进一步巩固了基金会的声
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
些政客家族也开始参与到这一
行列中来，如曾连任三届政府财
政部长的安德鲁·威廉·梅隆家
族。 1950 年到 1969 年间，新成立
的家族基金会数量持续增加。

1961 年，政府再次启动“帕
特曼调查”， 内容是检查基金会
的设立目的是否为避税。 最终，
此次调查中基金会滥用免税权
力的种种证据扭转了社会舆论，
人们不再一边倒地对基金会进
行肯定。 1969 年，《税制改革法》
出台， 政府对基金会的资产来
源、资产管理、资产使用比例、捐
助要求、信息公开和法律责任等
施以众多限制条款，基金会在短
期内受到了负面影响。 1973 年，
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经济产
出不断下降，失业率攀升，出现
了以滞涨并存为特点的结构性
经济危机，越南战争的创伤也使
得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1970 到
1979 年间，美国家族基金会的新
增数量只有上个十年间的一半。

1981 年， 里根总统上台，他
认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
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意
在鼓励自由市场机制自行修正
所面临的问题。 在降低税率和削
减福利开支的宽松经济政策作
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通货
膨胀率和失业率均维持在较低
的水平上。 政府在福利领域的后
退加上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
促进了家族基金会的发展。 1980
到 1989 年间， 多达 4117 家的家
族基金会成立了。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 信息
技术在政府力推下突飞猛进，向
各个领域渗透。 新兴产业的比
尔·盖茨、戈登·摩尔、比尔·休利
特等新贵家族，也纷纷建立了家
族基金会。 同时，政客家族也不
甘落后，如布隆伯格家族基金会

的诞生。 此外，许多中产阶级的
普通家族为了在周围的社区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也开始建
立规模不大的基金会。 因而，在
1990 到 1999 年的十年间， 美国
家族基金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

“黄金时代”， 新增数量高达
13345 家。

时至今日，在总量上，美国
家族基金会呈现出机构数量多、
捐赠规模大的特征，2010 年数量
约为 38671 个 （占基金会的
45%），捐赠总额约为 206 亿美元
（占基金会的 42%）；在结构上，美
国家族基金会以小规模基金会
为主，2010 年资产规模在百万美
元以下的占全部家族基金会近
2/3。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家族基
金会的发展对于美国慈善事业
的繁荣功不可没。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运行机制

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中，美国家族基金会的发展虽然
有快有慢，外部经济、政策、社会
等环境不断变化，其间还不乏人
们的质疑和政府的戒备，但总体
上讲始终在完善和进步，从而形
成了相对成熟的运行机制。

根据美国家族基金会管理
主体的不同，其管理模式主要表
现为以下三类：

1.由设立家族管理。 家族基
金会在建立之初，一般采取由设
立家族进行管理的封闭模式；小
规模家族基金会人员较少，成本
有限，也多由设立家族直接对其
进行管理。 这种完全由设立家族
管理的模式， 优势在于结构简
单、灵活性高、适应力强；能够保
证基金会完全按照家族的意愿
运行，决策往往比较迅速；由于
家族成员不从基金会领取薪酬，
管理成本较低。 缺点则在于家族
成员的经验和能力有限，很难保
证基金会资产管理的有效性和
慈善项目运作的科学性，一旦经
营管理不善，无法良好地发挥基
金会的作用，甚至会大大缩短基
金会的寿命。 早期的福特基金会
采取的就是这种管理模式。

2.由专业理事会管理。为了使
运作更科学有效， 家族基金会在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会进行结
构调整， 聘用经验丰富的外部人
士， 组成专业理事会对基金会进
行管理， 由家族成员单一决策转
变为家族内外部成员集体决策。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 家族外部成
员往往在相关的政府、 企业或非
营利组织任职多年， 管理经验丰
富，能够保证基金会顺利运营；家
族成员与专业人士共同对慈善项
目的选择、 开展和慈善资金的管
理、流向进行决策和监督，能够避
免由于家族成员的非理性偏好或
外部错误信息等原因引起的失
误。 然而聘请专业人士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家族基金会的人力成
本。 洛克菲勒家族建立的系列基
金会均采取这种管理模式。

3. 由金融机构/慈善管理公
司管理。 一些家族由于家族成员
没有经验或精力管理家族基金
会，或者希望基金会能够得到更
好的管理，采用委托慈善管理公
司或专业金融机构的方式对基
金会进行管理。 进入新世纪，许
多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和咨询
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将慈善服务
纳入了财富管理的业务范畴，专
门为家族提供慈善咨询和慈善
服务的慈善管理公司也应运而
生，它们根据设立家族的要求搭
建慈善组织构架，进行专业化管
理，为家族成员无暇或无力打理
基金会的情况提供了服务便利。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洛克菲勒慈
善顾问机构和甲骨文资本集团。
西德尼·弗兰克基金会就是由前
者进行管理的。

美国家庭有着良好的慈善
捐赠习惯。 有关统计分析表明，
大约 3/4 的美国家庭每年都会进
行平均 1800 美元的慈善捐赠。
大约相当于家庭总收入的 3.5%。
2012 年，美国共有 1.58 亿人进行
了慈善捐赠，占全国人口的 62%，
捐赠人数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
度）。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创立家
族， 既有富可敌国的商人家族，
如洛克菲勒家族、 福特家族、比
尔·盖茨家族等； 也有声名显赫

的政客家族，如安德鲁·威廉·梅
隆家族、布隆伯格家族等；更多
的则是来自医生、律师、企业高
管等行业的普通富裕家族。 前两
种家族的财力雄厚，他们建立的
家族基金会更加广为人知；后一
种家族建立的基金会规模较小，
活动范围有限， 常常默默无闻。
但实际上在美国，普通家族才是
设立家族基金会的主体。 家族基
金会的资金全部或主要来自于
家族财产，有的通过死后遗产捐
赠建立，有的通过生前现金捐赠
或股权捐赠建立；家族基金会并
不主动对外募集资金，只是偶尔
吸收外部捐赠。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活动领
域广泛，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科
研、公共服务、文化艺术、人权保
障、环境保护、宗教事务和国际
事务等。 从捐赠数额来看，对美
国大型家族基金会而言，最多的
慈善资金被用于医疗卫生领域
（26%）和教育领域（25%），公共服
务领域次之（12%），公共事务/社
会利益领域、艺术和文化领域第
三（9%）。

根据美国家族基金会资金
使用的不同，其运作多采用以下
两种方式：

1.资助型。从功能上讲，基金
会是慈善资金的筹集者、经营者
和拨付者，是慈善捐赠和受助对
象之间的重要桥梁，一般并不承
担具体慈善项目的运作。 大部分
家族基金会也采取资助其他非
营利组织的方式运作。 总体来
看，家族基金会多通过资助具体
项目而非直接对人进行现金资
助。 他们倾向于资助各种改善人
们机会不平等的项目，如控制和
缓解疾病疫情、 改良农业生产、
改善生态环境、 提供教育资源
等。 家族基金会也关注科学研
究，增进人类对于自身机体和世
界万物的认识；他们还资助人文
社科项目，以促进文明传播和社
会进步。 对亟需钱款支持的弱势
群体和学生，家族基金会也会慷
慨资助。 保罗·艾伦家族基金会
就是资助型的家族基金会。

2.资助与项目运作型。 一些
实力强大的家族基金会，一方面
资助其他非营利组织开展慈善
项目或支持非营利组织能力建
设，另一方面还自行运行一部分
慈善项目。 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成
立后， 立即建立国际卫生部，并
将其作为基金会初期最大的工
作重点。 国际卫生部在 1932 年
首先进行职业病和精神病等新
兴学科的研究，在 1937 年成功分
离出黄热病的疫苗，在医疗卫生
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戴维和露
西尔帕卡德基金会建立露西尔
帕卡德儿童医院，玛丽恩 & 亨利
诺特基金会设立“牧羊人诊所”
项目、乔伊康复中心等，也是自
行开展项目运作的实例。

（据《新视野》）

坐落在德国奥格斯堡的富格尔福利院由富格尔家族基金会运营，该地已成为城市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