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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发布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发展建设迫在眉睫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概念

提到基础设施，人们自然地会
联想到道路、供水、供电、互联网
等， 并且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些
对于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 近些
年， 基础设施一词也被更多地用
于各行各业，比喻那些对于促进该
行业发展有关键作用的事物。

报告显示， 将基础设施一词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更多是一种
比喻， 强调的是在公益慈善事业
中有一些事物也具有基础设施的
特点，具体说来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投资于基础设施能够
更大地释放行业内更多主体的
生产力，在公益慈善事业中也有
一些事物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
道路、供水、供电、互联网等之于
生产生活的作用。 这一特点意味
着，如果能够梳理出这些事物并
加以投入建设，那么会对促进公
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
杠杆作用；

第二，基础设施属于“社会
分摊资本”， 简言之就是大多数
人都受益，但是在经济上却很难
获得直接回报，或者回报不足以
抵消前期投资和后续运营成本。
这一特点意味着， 谁来投入资
源，甚至是持续投入资源来建设
基础设施成为难题。 而这两点也
正是提出和研究公益慈善基础
设施的原因所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的重
要性

为什么要建设公益慈善基

础设施？ 简单说是为了促进公益
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有赖于资源和能力两大核心
要素的发展及其之间的良性互
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就是回应
促进单一要素发展和要素之间
良性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共性需
求的解决方案。 这一定义包含三
方面含义：

第一，要看到建设公益慈善
基础设施的长远目的是促进公
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进而更
好地实现公共利益。

第二，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
切入点包括促进资源或能力单
一要素的发展，或促进两要素之
间的良性互动。

第三，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回
应的是这一过程中的共性需求，
解决方案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
在谁来投资方面存在很大挑战。

《报告》强调，提出这一分析
思路，是希望强调建设和发展基
础设施的目的是促进公益慈善
事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不断识
别和回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共
性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的具体
功能或呈现形态可能是多种多
样的。

那么，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一方面，公益慈善事业的发
展状况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社
会大环境是一国公益慈善事业
的基底，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
可能超越一个国家的社会整体
发展水平。 同时，社会大环境及
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也是公
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
国家，公益慈善事业那些转折式
或飞跃式的发展，大多与社会大
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状况取决于其核心要素的
发展。 公益慈善事业指“自愿将
私人资源用于公共利益”， 然而
资源（包括资金和非资金）不能
直接产生公共利益，需要经过人
和组织的服务来产生价值，人和
组织提供服务背后的核心是能
力，因此将公益慈善事业的核心
要素归纳为资源和能力。 提出内
部核心要素最主要的目的，是希
望找到如何促进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的切入点。

多种共性需求涌现

《报告》显示，公益资源包括
三部分：社会捐赠（包括现金、有
价证券和物资）、彩票公益金、志
愿服务时间所换算的价值，我国
2017 年社会公益资源总量约为
3217 亿元，三者所占的比例分别
为 47.4%、35.5%、17.1%。 从来源
上看，社会捐赠和志愿服务多来
自企业、高净值人士、普通公众，
彩票公益金则是政府非税收入
形式之一。 而无论来源如何，资
源进入公益慈善事业时，一般可
以大致分为产生好感、产生行动

意愿、产生行动、持续行动四个
阶段。

从促进资源、能力要素发展
以及促进两要素良性互动三方
面切入点入手，《报告》梳理了中
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当前面临
的 18 个紧迫需求点。 长久以来，
促进单一要素发展，即为了增加
资源或提升能力过程中出现的
共性需求，一直受到行业内普遍
较高的重视，也出现了一批有针
对性地回应不同需求的基础设
施机构。 然而，对于促进两个核
心要素之间良性互动的理解和
重视还有所不足。

所谓良性互动，就是使得资
源配置过程本身就能机制性地
促进能力要素发展，也使得表现
反馈过程本身就能机制性地促
进资源要素发展。 如果这种良性
互动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反而还
会阻碍或降低那些为促进单一
要素发展所做工作的成效。 相对
而言，目前回应这部分需求的基
础设施更为缺乏和薄弱。

不可推卸的责任担当

那么，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为
什么需要基金会来投入呢？ 为什
么不是政府投入呢？

一方面，政府是基础设施投
资的主体。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

基础设施项目中， 私营部门投
资占 17% ， 公共部门投资占
83%（其中 34%是公共实体 ，
66%是国有企业）。 虽然公共部
门继续推动着基础设施投资和
项目实施，但私营部门的参与，
在弥补资金短缺和为项目提供
急需的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类型多
样，对照商业领域，能够看到一
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由政府主
要投入，而大量基础设施则由行
业内部建设。 美国 26 家慈善基
础设施机构呼吁非营利领域资
助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时就提
出“华尔街已投入数万亿美元建
设商业基础设施机构，无论是彭
博社（全球金融信息服务供应
商）、 晨星（投资研究和评级机
构）还是哈佛商业评论”。

因此， 回看公益慈善事业
中，首先，政府依然扮演着重要
的基础设施建设者的角色，特别
是在创造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环境，以及
塑造全民慈善文化方面。 其次，
与商业领域类似，大量基础设施
需要行业内的投资者建设。 最
后，与商业领域不同的是，一些
在盈利逻辑下“有利可图”的基
础设施，由于公益慈善组织的支
付能力较低，这些基础设施很难
自然发育出来，因而需要资助方
额外的投资。

从价值的角度，国内外的案
例和经验都说明了强健的基础
设施对于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长期来
看，这些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的资金实际上是在提升每一分
公益慈善资金的成效。 从责任的
角度，政府、公益慈善基础设施
机构等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角
色和作用，但是相较于其他营利
性行业，公益慈善事业中大量的
基础设施很难自然发育出来，因
此更需要资助方站到幕前，积极
地承担起推动者的角色，并且做
好长期投入的准备。

不同类型的资助方都可以
行动

不同类型的资助方都可以
在符合使命战略的情况下找到
切入点助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
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很多全行业受益的基
础设施需要以行业建设为战略
的资助方勇担重任；

其次，在我国推动公益慈善
事业可持续发展特别要重视以
区域为单位的策略，在这方面区
域型资助方大有可为；

此外，随着我国公益慈善行
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例如
教育、环保、扶贫等具体社会议
题的垂直领域，其中亦有不少基
础设施建设需求，对此议题型资
助方责无旁贷。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分析框架

不同类型资助方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

� � 2020年 11月 22 日至 27 日，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0 年会成
功举办。年会期间，《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正式发布。报告
呼吁，不同类型的资助方多角度助力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发展。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越光在其撰写的《以公益为志业———
陈越光慈善文化言语集》中写道，把公益作为一种志业或职业方向，需要
理论文化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体系建设三个方面的支撑条件，这
是行业建设中三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表示：“当下中国公益慈善基
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在资源投入和政策倡导上同心协
力。 如果继续事不关己、总搭便车，那么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前景堪
忧。 ”他认为，“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属性，谁来投资都面临很
大挑战。 ”

受国际同行提出的“慈善基础设施”概念启发，国内一些资助方希
望探索更有效的支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路径。 为此，南都公益
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共同发起了中
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项目。

《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概念，激
发从业者，特别是资助方思考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哪些紧迫需
求，哪些举措或机构对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类似基础设施的功能与
价值，进而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于此，同时协助已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
资助方更好地制定自身策略，以及加强彼此间的协同合作。

报告基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实发展需求，结合国际相关研究
成果，提出了研究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思路框架，从促进资源要
素、促进能力要素以及促进资源与能力两要素良性互动的角度，梳理
出 18个共性需求点，并辅以具有启发性的中外实践案例。 同时，为协
助资助方更好地思考可为空间和可行路径，《报告》在分析基础设施的
业务特点和财务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类型资助方多角度助力基
础设施发展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