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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族基金会历经百年而
蓬勃不衰， 在实际运行中规范有
序，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追
根溯源。而这种符合传统文化和时
代潮流的慈善方式，势必会为中国
慈善家族提供经验借鉴，由此推动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美国家族基金会兴盛的历
史原因

第一，财富积累为美国家族
基金会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19 世纪末，垄断财团的兴起造就
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家族。 与此同
时，穷困潦倒的底层人民生活境
况悲惨，与富豪家族巨额的家族
财富形成了鲜明对比。 富豪家族
的社会声誉备受考验和非议，逐
渐成为富豪家族的精神累赘。 费
雷德里克·盖茨告诫洛克菲勒：
“您的财富正像滚雪球一般扩
大。 您必须使得散财的速度快于
聚财，否则您和您的家人都将不
堪重负。 ”解决办法就是建立“旨
在造福人类的常设企业化慈善
组织”。 成立家族基金会，成为了
这些家族处理家族财富、投身慈
善事业的途径。

第二，严峻的社会形势推动
了美国家族基金会的诞生。 20 世
纪初期， 贫富差距剧烈拉大，亟
需外部力量对无法有效配置资
源的市场失灵进行纠正；而在传
统的“小政府”观念下，人们反感
政府干预社会，使得政府无法对
收入分配发挥好调节作用。 因
而，由民间力量开展慈善事业的
制度需求产生了。 最有财力和影
响力的符号家族自然而然成为
了最有可能的制度供给者；“进
步主义”等运动也以强硬的态度
向富豪家族施加压力。 然而，有
心参与慈善事业的富豪家族，却
由于长期背负骂名，并不容易找
到接收其捐赠的慈善机构。 他们
只好自己成立家族基金会进行
慈善捐赠、开展慈善项目。

第三，宗教思想和文化传统
导致美国家族作出了创立基金
会的选择。 美国多数人信奉上
帝， 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
点， 认为人有“选民”“弃民”之
分，通过劳动取得财富是二者的
区分方式。 但是，新教伦理认为
人在拥有财富的同时就要承担
援助同胞、奉献贡献的责任。 美
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志愿精
神，是家族基金会诞生和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个人主义使得人们
深信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取
得成功、改变命运，认为鼓励后
代自我奋斗才能保证其长远发
展；志愿精神则使得人们在追求
个人私利同时仍保有对社会的
责任感和对弱者的同情心。

第四， 家族内部因素的影响
对于家族走上慈善道路起到了重
要作用。首先，亲友的影响对于家
族走上慈善道路起到了重要作
用。人们参与慈善事业，有些是受
到家庭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有
些是与热衷慈善的人接触， 来自
社交圈内部的压力对于家族慈善
行为产生了影响。其次，家族传承

的计划使得富豪家族将基金会纳
入考虑。 富豪家族既希望后代过
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又不希望他
们丧失拼搏进取的精神， 更不希
望巨额财富成为他们互相算计和
伤害的伏笔。成立家族基金会，既
能造福社会， 也为后代留下一份
伟大的事业。 再次，精英意识下的
主人翁思想使得家族基金会的慈
善方式大受青睐。这些市场经济中
的佼佼者，不满意于许多慈善组织
管理不当、浪费资源，也不满意于
许多慈善项目短效性的暂时扶贫
济困、相同领域重复建设，因而成
立家族基金会，亲自参与慈善事业
的管理。最后，从利己的角度出发，
成立基金会是富豪家族的理性抉
择。人们更希望在物质财富最大化
和非物质财富最大化之间权衡利
弊，以求兼顾。家族基金会是家族
财富使用和传承的最佳方式，也
为后代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美国家族基金会兴盛的现
实原因

第一，税收政策对于家族慈
善基金会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方
面，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对家族
保有巨额财富产生反面约束。 虽
然这两种税种并不是家族基金
会创立的最初致因，但在其后续
发展中的作用却不可忽视，起到
了引导家族合理处置家族财富
的作用。 另一方面，税收优惠为
基金会免除了一笔相当可观的
支出， 使得其保有更多的资产，
增强了其开展慈善活动的经济
实力。 与此同时，政府始终强化
税收政策的实施机制，严格确保
税法中的这些税收政策的良好
实施，不致成为一纸空文。

第二，慈善事业立法为家族
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
度保障。 美国在慈善领域颁布了
众多法律，如《美国税法典》《非
营利组织注册统一规定》 等，涵
盖了基金会管理的各个环节。 从
家族基金会的设立程序和材料，
到免税资格如何认定，再到运行
过程中的资金运用和信息公开，

法律均有着详细的规定。 可见，
家族基金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
开完善的法律体系的保障。

第三，规范有效的监督和管
理保障了家族基金会的有序运
行。 一方面，多方监督保证了家
族基金会正常有序地运行。 美国
国家税务局是国家监管家族基
金会的机构； 美国基金会中心、
慈善信息局、基金会理事会等行
业组织则向公众披露信息、进行
评估或搭建沟通平台；家族基金
会还在内部监督方面下功夫。 另
一方面，规范有效的管理是家族
基金会成功的保障。 家族基金会
及时响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特点
与生俱来。 远大的组织宗旨和愿
景、明确的管理规则、专业的执
行团队，明确了家族基金会的自
我定位和发展方向，维护了家族
基金会的健康成长和有序运营，
有助于家族基金会项目的顺利
开展。

第四，慈善信托制度是家族
基金会兴盛发达的重要机制。 慈
善信托是信托之中最古老又十
分重要的一种， 最先缘起于英
国，是作为一种慈善捐赠手段而
出现的。 由于家族基金会的资产
几乎均源于家族，慈善资产的管
理、保值和增值对于其持续性十
分关键；慈善信托可以用多样化
投资渠道和专业化投资手段打
理慈善资产，并对其进行风险控
制，从而巩固经济基础。 许多家
族基金会的前身就是慈善信托，
到了现代，更有家族基金会采用
慈善信托专门承担慈善资产管
理、基金会全权负责慈善资产运
用的方式。

第五， 良好的慈善文化对于
家族基金会的兴盛同样有所裨
益。从家族内部来讲，家族财富的
处理方式应该征求整个家族的意
见， 家族基金会的目标宗旨也需
要由家族成员共同决定。 除了慈
悲之心， 还需要每一代家族成员
的一致认同和不懈努力， 才能保
证家族基金会的生命力。 从家族
外部来讲， 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对于家族基金会的兴盛同样有所

裨益。 当社会逐渐接纳并认可这
种慈善组织后， 社会舆论环境开
始鼓励各家族建立基金会， 甚至
因赞扬他们回馈社会的善举而原
谅了他们发迹时的劣迹。

美国家族基金会发展之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民
营企业迅猛崛起，近年来，一些中
国家族的财富有了惊人的积累。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 中国都没
有像今天一样有这么多的家族拥
有参与慈善事业、 改善社会环境
的实力， 中国家族基金会蓄势待
发。美国家族基金会的兴盛发展，
是中国学习的最佳样本。

第一，完善的慈善事业立法
是家族基金会健康运行的重要
保障。 善治源于良法，完善的法
律法规是任何制度健康发展的
必要条件。 联邦税法作为美国慈
善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其
所确立的公平、 鼓励和监管原
则，更是较好地规范并极大地促
进了美国家族基金会的发展。 有
效的法律制度减少了慈善活动
的不确定性，及时为慈善事业创
造环境、发挥调控作用；慈善法
律制度较强的可操作性，更是保
证了法律的贯彻实施。

第二，健全的慈善税收政策
是家族基金会发展壮大的决定
因素。 税收政策是关乎慈善事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促进政策。 在
美国，健全的慈善税收政策从正
反两面引导美国慈善事业的发
展，激励着家族基金会的发展壮
大。 在这种税收政策下，个人能
够合理避税并获得道德上的幸
福感，政府则能够用牺牲一部分
财政收入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社
会资源。 此外，规范化、程序化的
税收优惠实施机制有效保证税
收政策对美国慈善事业发挥促
进作用。 对慈善事业配套相应的
税收政策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也
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实践中已
经采取的行动。

第三， 成熟的慈善信托制度
是家族慈善基金会兴盛发达的重

要机制。 成熟的慈善信托制度对
于美国家族基金会的永续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慈
善信托的设立门槛较低， 因而这
一慈善形式被广泛地采纳。 在中
国， 此前不少家族基金会选择在
海外建立慈善信托， 而境内的股
份资产“怕有闪失”不敢变现进行
投资，只能每年将红利用于慈善，
无法获取更多的慈善资产。因此，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下一步的发展
应将慈善信托这一机制真正发挥
作用， 家族基金会也将会是相应
这一机制的主力。

第四，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
是家族慈善基金会不断成长的
重要条件。 美国家族基金会自诞
生以来， 就一直在一种宽容的、
鼓励性的环境中成长。 良好的社
会舆论和家族基金会的成功无
疑是一个正循环，家族基金会在
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中发展壮
大， 为社会各方面做出卓越贡
献，进而引导社会舆论进一步向
好，长此以往，这种慈善方式不
断完善成熟，成为了现代慈善事
业的重要角色。 相较而言，中国
家族基金会所处的社会舆论环
境却并不尽如人意。 适当合理的
质疑，可以对家族基金会的行为
起到监督作用，保证其在正确的
轨道上运行； 盲目过分的苛责，
却无疑给富人们回馈社会的热
心浇了一盆冷水，使得家族基金
会的发展止步不前。 营造良好的
慈善文化氛围，能够为家族基金
会的成长提供条件。

总之，美国家族基金会作为
一项家族事业，对家族本身而言
起到了增强凝聚力、传承家族慈
善理念与事业的作用。 作为美国
慈善事业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对
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家族慈
善的文化传统，以家族为主体建
立家族基金会是最符合中国传
统文化的慈善方式。 随着中国经
济的持续发展、现代慈善体制的
逐步完善，家族基金会将成为中
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亮点。

（据《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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