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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公益盘点

回顾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基金会
领域可谓是蓬勃发展。 对于基金会来
说可以用 7 个关键词来概括：规制、互
联网+、人才、资助型、家族型、国际化
和中小型基金会。

规制
慈善法草案已于去年 12 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 并且已
通过议案， 决定提交今年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去年 10 月份民政部出
台的 《关于鼓励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
离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慈善组织积极作
用的指导意见》，实质上是在鼓励和倡
导基金会向资助型发展， 公益组织走
专业化发展之路；在去年的最后一天，
民政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
会专项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

求基金会应对专项基金的社会活动实
施全过程监管， 要求专项基金公开透
明，坚守公益宗旨，不得背离捐赠人和
受助人的需求， 更不能为个人或企业
牟取私利。

互联网+
“互联网+慈善” 是基金会行业去

年的热词， 这几乎实现了与中国社会
发展的同步发展。 基金会无论是公募
的还是非公募的， 都十分积极地在与
互联网相联系， 尤其是与移动互联网
建立联系，寻求跨越式发展。 腾讯发起
“9·9 公益日” 活动， 参与人次超过了
205 万，捐赠总额达 1.28 亿元，一起捐
发起人次超过 86 万人 ； 中华儿慈会
2015 年互联网捐赠收入超过 1 亿元 ，
占年度捐赠总收入的 60%。

人才
2015 年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及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成立是中国公
益慈善发展里程碑事件。 清华大学公
益慈善研究院依托全日制机制实施公
益慈善人才培养， 并以其特有优势推
进慈善学科建设；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致力于建设培养榜样型慈善家和高级
公益慈善管理人才的教育系统， 具有
极强的国内外资源整合力量。 二者相
得益彰，令人期待。

资助型
如果要说 2015 年最具人气的基

金会，当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莫属。 这
家由一些成功企业家个人出资设立的
基金会成立只有 3 年多时间， 基金会
秉承社会投资理念，积极回报社会，关
注慈善行业发展。 2014 年的公益支出
已达 9500 多万元，2015 年的公益支出
预计在 1 亿元左右！ 资助的项目超过
100 个，涉及到扶贫、教育、医疗、救灾
等领域； 基金会与数百个基金会及公
益组织形成了合作关系， 是中国第一
个名副其实的资助型基金会。

家族型
在中国讲家族背景基金会， 老牛

基金会当属典范。 老牛基金会是中国
第一个真正以慈善信托来实现其运营
发展的基金会组织。 近 5 年来基金会
年度的公益支出连续超过 1 亿元 ，且
连年增长，2014 年和 2015 年的公益支
出都在 1.8 亿元以上，项目聚焦在自然
保护 、儿童关爱 、行业发展等方面 ，社
会投资效果显著， 成为现代公益慈善

的典范。 今后，牛氏家族的下一代将有
自己的基金会，并逐步走向独立。

国际化
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主要经济

体，中国慈善的国际化也是必然。 去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中国
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深圳壹基金
公益基金会等中国基金会组织反应迅
速， 组成救援队前往尼泊尔参与抗震
救灾，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许。 而随
着中国基金会在海外设立的办公室逐
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预示着中国基
金会及慈善的国际化进程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

中小型基金会
这里讲的中小型基金会是指那些

净资产不到 3 千万元的非公募基金会
组织。 在非公募基金会中，我们发现中
小型基金会数量接近 2000 家，占非公
募基金会总数的 60%。 有一些中小型
基金会十分活跃， 相对其他基金会组
织，它们更加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刻意
品牌影响力提升， 更加重视创新能力
培养，也更加坦然面对和接受竞争，已
经成为当前国内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
一种新的驱动力量。 它们发展规范，可
圈可点， 为中国基金会行业增添了活
力， 使得现代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变得
更加良好。

2015 年是中国基金会行业激情发
展的一年，也是令人振奋的一年。 期待
2016 年中国的基金会能够成为社会建
设更加重要的角色、 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更加重要的力量。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

2015 年基金会行业的七大关键词

在 2015 年的“两会”期间，政府工
作报告和“两会”提案高度关注了公益
事业的发展。 中国公益事业则以法治、
改革 、创新 、平等为基调，在这一年中
取得了多项成就， 有效回应了政府工
作报告的要求和提案建议。2016 年，下
面这些公益领域趋势值得期待。

一、《慈善法 （草案 ）》有望通过全
国人大会议审议颁布 。 《慈善法 （草
案 ）》对慈善组织 、慈善募捐 、慈善捐
赠 、慈善信托 、慈善服务 、信息公开 、
促进措施等社会期待解决的问题基
本都有所回应。 在立法过程中，《慈善
法 》广集社会意见 ，并已经过全国人
大常委会两次审议 ， 对慈善税收优
惠 、募捐 、慈善信托等社会争论最激
烈的话题进行回应，日益完善。 《慈善
法 （草案 ）》将提交 2016 年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 ，有望在 2016 年通过 ，
填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长久以来缺
失的最高法律空白 ，引导规范中国慈

善事业发展。
二、公益国际合作步伐加快。 2015

年，中国社会组织第一次集体跨出国
门参与尼泊尔救灾 ， 比尔·盖茨等中
美慈善家联合发起成立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 ，若干基金会在海外建立办公
室 ，这些表明中国公益事业正加速与
国际的融合。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的实施 ，中国将 “积极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提高我国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构
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 中国慈善组
织影响力扩大 ，也会承担更多国际责
任 ，尤其在救灾 、公共建设 、教育 、环
境领域，中国慈善经验走出去将促进
其他国家的发展。 中国企业和慈善组
织的国际参与 ，将共同改变世界慈善
格局。

三、创新引导公益发展。 把商业模
式和公益目标融合在一起、 用社会创
新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已经成为

公益创新的一种世界潮流。2015 年，中
国首批认证 7 家社会企业；“互联网+
公益”模式建立起来。 2016 年，社会企
业认证体系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企业、
互联网公益等新的组织形态将得以推
广，促进行业洗牌和发展。

四、公益将更加着力扶贫工作。 在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要求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实
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公平化 ，消
除贫困。2016 年，国家慈善发展战略以
扶贫为重点 ，并在教育 、医疗 、环境保
护等方面继续推进。

五、慈善将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
随着政府职能改革，在儿童 、残疾人 、
扶贫、医疗、养老、禁毒、环保等多个领
域均出台了专门的促进社会力量参与
的文件， 大大激发慈善等社会力量的
参与。 未来，以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
力量，将全面参与社会服务，并将推动
服务的专业化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

趋向规范、融合的 2016 年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