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21年是 “十四
五 ” 开局

之年，新时代赋予公益慈善新的
角色、新的使命。 公益慈善行业
需要不断革新发展才能回应新
的要求。经济发展离不开水电路
网等基础设置的完善，公益慈善
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基础设
施的支撑。

《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
描报告 》显示 ，目前我国公益慈
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亟待加强
建设。如何才能回应公益慈善基
础设施建设需求，为行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近日 ，以 “公益慈善基础设
施 2.0： 聚焦关键点位加速构建
生态 ” 为主题的论坛在云端举
行。 来自资助型基金会、基金会
行业平台组织、企业等不同领域
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者进
行了深入研讨。

因发展需求而诞生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并不是
凭空产生的，而是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的需求自然造就的。

2008 年社会捐赠总额井喷
式增长，需要载体承接高涨的捐
赠热情，基金会顺应时代脉动蓬
勃发展，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日
渐活跃。但新成立的基金会面临
着专业性不强、 总资产规模低、
行业自律和规范不足、社会环境
支持不够等问题。

“这些新进的基金会，激情
澎湃的同时对未来的发展其实
充满了迷茫， 感觉到很孤单，需
要抱团取暖，但行业内又没有能
够学习交流的渠道。行业交流的
需求和行业建设的初心交织在
一起，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
坛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 ”北
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研究顾问周婉宁表示。

2009 年， 第一届中国非公
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成立。

与此同时，随着慈善事业的
发展，地方社会组织生态越来越
丰富。《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 显示， 截至 2020 年年
底，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达到 89.4
万个，其中基金会 8432 个。从登
记层级上来看，省级民政部门登
记的基金会占比达到 68.94%。
回应发展需求，区域型的行业平
台组织也在陆续出现。 如 2019
年成立的杭州市基金会发展促
进会，旨在解决杭州乃至浙江在
地基金会面临的共性问题。

以不断升级回应需求

基于发展需求而诞生的公
益慈善基础设施，其功能和形式
自然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益
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变化。公益慈
善基础设施议题研究报告《聚力
共生协同创新———中国基金会
发展论坛 13 年实践之路》显示，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发展经

历了发起孕育的理念期、注册前
依靠组织间协同运作的非正式
网络期和注册后组织化运作的
平台成长期等不同阶段，其治理
模式、业务模式、财务情况和传
播倡导在不断调整，呈现出动态
协同的状态。

治理模式上，理念期依赖于
核心发起者的推动和支持；非正
式网络期则基于“轮值主席-组
委会-秘书处”结构和轮值主席
制度进行内部管理；秘书处注册
完成（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后，理事会和组委会的
双治理模式出现，秘书处团队逐
渐稳定，随着业务深入和话语权
加强， 成为机构运作的核心角
色。

业务发展由以年会为主线
到强调行业交流再到生态建设，
经历了由无到有、 从窄到宽、从
主打项目到建立业务体系的演
变，不断回应行业的需求。 伴随
业务更具综合性和组织规模的
扩大， 收支整体呈上升趋势；收
入不再仅限于年会收入，收入结
构日趋多元化，组委会捐赠收入
成为耐心资本。

除行业倡导之外，中国基金
会发展论坛与政府沟通建立信
任，反馈行业声音诉求，搭建基
金会和政府桥梁纽带，促政社协
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13 年
的发展脉络有哪些经验？最核心
的原点其实是以行业需求为出
发点。 ”周婉宁强调，“平台型组
织作为关键点位，其实是能够看
到单一基金会所看不到的，站得
更远，看得更多。 ”

长期稳定支持是关键

基础设施因需求而产生，同
时也在不断回应行业的需求，但
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
到很多波折。那么怎样才能应对
挑战持续发展？

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了很
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比如资助
者圆桌论坛、方德瑞信、基金会
中心网、社企论坛等。 南都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认为，公益
慈善基础设施的成功因素有三
条：

第一，要回应和满足共同的
需求。行业基础设施能做成的最
重要的起点一定是回应共同的
诉求，而不是哪一家机构或者资

助方的需求。行业基础设施是行
业的公共品，是服务于行业里每
一个公益慈善组织的。

第二，要有稳定持续并且具
备行业视角的资助方的支持。支
持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五年以
上的基金会有 16 家， 南都公益
基金会支持了 13 年。 让一个基
金会持续支持五年、十年、十几
年是非常难的，这需要资助方看
到支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长
期性和重要性。

第三，要有具有行业公共视
角和创业家精神的基础设施负
责人。并不是说理事会或者组委
会说干什么就去干，一定要自己
能够开拓业务。在这样的领导人
的带领下， 建立一支能自我驱
动，并且认同自己从事的事业的
价值的团队。

对于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机
构自身来说，武汉科技大学文法
与经济学院副院长、湖北非营利
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莉认为，第
一，行动要有合法性，背后要有
很好的政策支持，要有行政部门
的支持；第二，要找到关键人物，
他们的参与能够形成一种鲶鱼
效应、联动效应，对行业有引领
作用；第三，要围绕政策层面的
需求，例如区域发展。

“驱动他们持续发展的精神
内核是共建、共治、共享，一切以
公共利益为先，为行业共建而凝
聚，为行业发展而共治，为行业
共享而投入。 ”周婉宁强调。

聚焦关键点位
加速构建生态

2021 年， 新的时代来临。
“有人说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春天
来了， 这是个大的社会背景，一
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苏州大学
红十字国际学院客座教授、原民

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
忠祥强调。

“在新的发展阶段，推动高
质量发展，成为慈善事业和社会
组织新的发展主题。 ”广州社会
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军表
示，这意味着更加充分、更加平
衡、更有效能、更可持续的发展。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公益慈
善基础设施的发展前景如何，他
们又需要怎样的支持？

2019 年至 2021 年，为促进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议题概念清
晰化、资源丰富化、基础设施功
能显性化，敦和基金会分别与南
都基金会、沃启基金会、资助者
圆桌论坛、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合作，在基金会论坛
年会上连续三届举办公益慈善
基础设施平行论坛。

在持续的讨论和关注中，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 也从寻求
共识发展到了共同行动， 进入
2.0 时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
1.0 时代，重在扫描全景，勾勒地
图，提供导航；2.0 时代着力于聚
焦关键问题， 促进多方链接，推
动实质变革。 ”敦和基金会副秘
书长孙春苗总结。

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
目官员谷青认为，有三个大的趋
势：第一，找准行业痛点，能够给
予一定的可行性方案并解决好
这些问题的平台型机构会有长
足的发展；第二，提升行业关键
能力， 例如共同性议题的落实、
战略的拟定和合规、与其他行业
链接等，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的
机构会有长足的发展； 第三，在
区域生态构建中发挥作用的区
域型机构会有很大的发展。

“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平台型
组织自己的能力要提上来，能够
以前瞻性的视角真正带领行业
发展，而不仅仅是满足行业现有

的需求。 ”周婉宁强调。
以基金会平台组织为例，胡

小军认为， 在新的发展阶段，基
金会平台组织要从价值倡导、区
域下层、领域聚焦、协同创新和
立体赋能多个方面努力去探索
和推动。

行业公共品必须要有人投
入， 因此资助方的支持不可或
缺。行业很大，需求很多，但是资
源有限，到底支持什么样的？“我
们要看整个生态里的重点生态
位， 所谓重点生态位就是说，在
这个生态位必须要有一个这样
的组织，我们需要它来承担这样
的功能、提供这样的服务。 这样
的组织必须要有。”彭艳妮表示。

基金会行业平台组织就是
关键点位之一。通过支持和联合
公益慈善行业上游的基金会/资
助者，推动能力建设、交流合作、
知识生产、政策倡导、标准建立
等形式，基金会行业平台型组织
释放了行业生产力，构建出更专
业、有效、可持续的基金会行业
生态， 并促使其发挥社会效益，
发挥着“支点”“桥梁”“纽带”的
作用。

如何去支持？彭艳妮认为要
采取综合的资助方法： 一是资
金，并且是持续性资助；二是参
与机构治理，即使最开始只是非
正式的松散网络，也要参与其治
理和管理；三是资源链接，为基
础设施机构引荐其他资助方和
各种资源， 让它接入更大的网
络；四是提高组织负责人的眼界
和能力，提升他们的领导力。

“我认为这四个方法都是特
别需要的，是相辅相成的，但可
能在资助的不同时期会重点运
用不同的方法。 ”彭艳妮强调。

这样的支持目前还远远不
够，“在行业氛围、业态越来越丰
富、越来越需要提升专业技能的
背景下，公共品的投入如何能保
证持续，如何能保证关注？ 这是
我觉得我们面临着的一个比较
大的挑战。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
坛秘书长吕全斌表示。

“我觉得资源方其实也是基
础设施的一部分。 ”杭州基金会
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姜贤正强
调，“资源方是需要我们去推动
的，我发现很多企业家包括一些
财富家族是能够做些事情的，但
是我们要给他一个解决方案。 ”

作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一部
分，行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离不开
整个行业的发展，不同的主体扮
演不同的角色， 但不能各自为
政。发展与建设具有公共品属性
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离不开耐
心资本、多方参与和细分协同。

“慈善是需要联合的，慈善
的各种力量是要分层的，不能说
一股脑地都到一个领域。这种联
合既有主体的联合，也有领域的
联合、项目的联合、技术的联合，
不能一股脑地都去做同一件事
情。要分层，要分专业，做自己擅
长做的事情。 ”刘忠祥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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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推动慈善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