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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第 28个年头。 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做公益、经营管
理社会组织要做到“三势”，即顺势、借势、造势。 顺势就是要顺势而为、与时俱进；

借势就是要千方百计整合利用社会资源；造势就是要宣传社会组织的成果和作用，争取政
府和社会各界对社会组织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 英国智库和咨询机构 Sus－
tainAbility 在 2003 年出版的《21
世纪的社会组织在市场中求变》
研究报告提出了 21 世纪非营利
组织发展的十大趋势。

趋势一：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
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趋势二：社会组织面临的挑
战将会持续增多；

趋势三：在开发和部署社会
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社会组织
所具备的潜能不容忽视；

趋势四：以市场为焦点的崭
新机会空间即将出现，但是这通
常要求解决方案不能仅仅基于
对单一问题的思考；

趋势五：采取多重角度对多
数社会组织而言仍属挑战，与公
共部门的伙伴关系将会在促进
变革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趋势六： 在这个过程中，新
的竞争形式将会出现。 同时也会
有新的加入者 ，包括企业 、企业
网络 、社会组织网络 、社会企业
家，传统的界限将被打破；

趋势七：不管是本土还是国
际社会组织，都必须高度关注品
牌效应和竞争定位；

趋势八：接受问责已是大势
所趋；

趋势九：这一切发生在社会
组织传统的筹资渠道日益狭窄
的时候；

趋势十：审视和开发社会组织
商业模式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趋势是事物发展的动向、趋
向。 进入 2023 年，20 年过去了，
回过头再来仔细研读报告提出
的十大趋势，我认为对中国社会
组织的发展仍然还有很强的指
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下面，我对十大趋势做一个
解读，以飨读者。

第一个趋势讲的是社会组织

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是上个世
纪中叶以来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七
大行业之一。 社会组织的作用是
不可替代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是我国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
可缺少的主体之一， 正在社会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组
织的从业人员要有自豪感和自信
心，做社会组织是大有作为的。只
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 责权明
确、 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
制”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变，我们对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要持乐观态
度，要有信心。

第二个趋势讲的是“挑战”。
做社会组织同样面临挑战，而且
挑战会伴随社会组织发展的全
过程。 随着社会组织数量的增
加，随着变化、动荡、不确定性和
复杂性的加剧， 挑战会越来越
多。 应对挑战的根本之道就是提
高学习力。 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
竞争的实质是学习力的竞争。 提
高学习力可以使弱者变强者，可
以后来居上； 反之则会停滞不
前、落后、倒退。

第三个趋势讲的是“潜能”。
社会组织的潜能是弥补政府和
企业在提供服务方面的缺陷和
不足，更有效解决政府和企业不
能解决、不宜解决和没想到解决
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社会组织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创新、 社会治理和解决就
业，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中
发挥的作用和体现的价值正在
被社会和广大公众所认可。 未来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实
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社会治

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社会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不
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个趋势讲的是“机会”。
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
出：“在动荡时期，管理层的首要
任务就是确保组织的生存能力，
确保组织结构的坚实和稳固，确
保组织有能力承受突然的打击、
适应突然的改变、充分利用新机
会。 ”无论个人和组织，必须把注
意力放在对机会的把握和利用
上。 抓住机会也是应对挑战的有
效对策之一。 我们一定要把问题
当机会，把变化当机会。 机会往
往在未知领域，机会往往是对少
数人而言的。 今天中国社会还存
在各种没有解决的问题，各种没
有满足的需求，这都是社会组织
的机会。 而且旧的问题解决了还
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机会无
限。 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要到服
务对象中发现和了解真实的需
求，把服务对象的痛点和“急难
愁盼”的问题作为服务和项目的
内容。 社会组织把问题解决得越
好，机会就越多。 要把问题当机
会，把变化当机会，我们的思维
方式和思想观念一定要转变。 不
能等靠要，不能随大流，要主动
去发现、抓住和创造机会。

第五个趋势讲的是“伙伴关
系”。 社会组织要学会和政府打
交道，和企业打交道，要和政府、
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伙伴
关系。 实践证明，社会问题特别
是一些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单
靠一个部门是不行的。 必须三大
部门紧密合作，共同努力。 我们
讲的治理就是要发挥多元主体
的作用，要优势互补、扬长避短，
形成合力。 通过和政府、企业建
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有助于社会
组织更好得到政府、 企业的关
心、重视和支持，有助于社会组
织从政府和企业那里得到更多
资金和资源， 为有需要的人服
务。 这也对社会组织提出新的更
高的要求。

第六个趋势讲的是“竞争”。

唯有提升能力、做出成果才能在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过去做社
会组织和做企业的界限很明显。
现在， 企业也要讲社会责任，要
力所能及做公益，而社会组织尽
管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也要坚持
市场导向、需求导向、成果导向，
也要讲绩效。 而且，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了社会企业
这样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的
组织形式。 这些都对社会组织提
出新要求、带来新挑战。 如何提
高竞争优势已成为社会组织活
下去、活得好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七个趋势讲的是“品牌”
和“定位”。 品牌讲的是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 社会组织、项
目、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必须有品
牌意识，要努力打造品牌。 定位
是指不做什么， 讲的是差异化，
要求社会组织有清晰的使命。 德
鲁克指出，“非营利组织是为使
命存在的”。 但是，我们的社会组
织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
不重视使命、没有使命或者使命
不起作用。

第八个趋势讲的是“问责”。
问责是指当机构或个人对某件事
作出承诺后， 必须承担一定的道
德和法律责任， 并且尽最大努力
履行这一承诺。 问责是慈善公益
的核心问题，也是公信力的问题。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的生命线，一
个社会组织最大的财富就是公众
的信任。遗憾且令人担忧的是，目
前的现实是“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偏弱”。 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培
训、讲座、会议、论坛也很少有专
门讲公信力的。 公信力虽然是无
形的、看不见的，但事实上无形的
比有形的更有价值。 请记住，“公
信力决定有没有钱， 使命决定有
多少钱！ ”没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
迟早要被社会淘汰。

第九个趋势讲的是“筹资”。
筹资是社会组织的一项核心工
作，社会组织没有资金是万万不
行的。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主要有
政府购买、社会捐赠、服务收入
和投资收入等四个渠道。从国外

一些优秀的非营利组织经验来
看，服务收入是机构重要的来源
之一。资金来源多元化是社会组
织健康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
但是， 中国社会组织普遍存在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的问题。 尤
其近十年来， 很多社会组织主
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维
持，自身筹资能力较弱。 一旦政
府购买减少或停止， 有不少社
会组织马上会陷入困境甚至难
以生存。 筹资是一种公平交换
或交易， 资助方或购买方是用
钱和成果交换的。 但是，目前中
国很多社会组织没有成果概
念，不知道什么是成果，项目计
划书没有体现成果， 项目实施
做不出成果。 筹资是一项系统
工程，影响筹资的因素很多，使
命 、公信力、执行力、创新 、成
果、财务管理、沟通、宣传等都
会影响筹资。 社会组织一定要做
到道术结合 , 大力提高筹资能
力， 努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做
到资金来源多元化。

第十个趋势讲的是社会组织
的商业模式。 有人认为企业要讲
商业模式， 我们是社会组织不需
要商业模式。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错误的。 商业模式是指一个组织
做到收支平衡的方式。 社会组织
的商业模式不是讲社会组织要赚
多少钱， 而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如
何做到收支平衡。 社会组织如果
不能做到收支平衡是难以为继
的，甚至要死掉的。 但是，目前重
视、 研究和探索商业模式的社会
组织很少，建立了商业模式的社
会组织更少。 中国社会组织要想
高质量发展， 尽快开发和建立自
己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同样
迫在眉睫。

希望《21 世纪的社会组织在
市场中求变》研究报告提出的 21
世纪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十大趋
势，有助于中国社会组织认清形
势、遵循规律、提升能力、创新求
变、抓住机会、顺势而为，在后疫
情时代活下去，活得好，为社会为
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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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社会组织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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