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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业评估：

第三方机构增量不足 存量专业性需提升

第三方评估质量欠缺

2012 年起，明德公益研究中
心开始承接中央财政社会组织
评估项目，并为此在全国范围展
开调研。 反馈信息显示，政府对
评估购买服务逐渐兴起，社会组
织评估意识也逐渐增强，希望获
得第三方专业评估支持，但第三
方专业评估在量和质上却显不
足，大多为应政府购买服务需要
催生之机构，评估机构质量不容
乐观。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中国
公益项目评估行业调查报告》发
布，并公布六条核心发现。 其中
第五点表述为，评估专业化水平
有待提升：第一，重描述轻分析，
结论可推广性差；第二，重调查
轻设计，结论可归因性差；第三，
评估标准各异，横向比较困难。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任王
彩霞表示：“当前，政府、高校、民
间和行业组织的各种机构均涉
足第三方评估，但这些机构大多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而催生形成，
评估资历尚浅。 ”

2005 年，上海映绿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开始从事评估工作，十
几年间， 制作过较多评估标准，
并保持评估元素的更新，但该机
构负责人也坦言，这期间评估行
业的同路人并无太多。

“机构有着十几年的评估经
历，曾经我们很孤单，但政府购
买评估服务大量出现，北上广出
现三十多家（评估机构）。 ”上海
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
庄爱玲表示，“评估具有很强专
业性， 需要有一线从业经历，通
过培训指导后，方可进行独立评
估。 目前，专业评估机构很多，但
具有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人

员很少。 ”
“评估是一个长期性的工

作，需要主动开展对市场评估服
务工作，而不只是应政府有需求
之时开展，实践才能形成真知。 ”
庄爱玲补充道。

2017 年 11 月， 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通过全球认证机
构 SGS 的全球 NGO 基准审核，
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全球 NGO 基
准审核的公益机构。

该机构副秘书长韦玲表示：
“机构并不是为了拿到一本证
书， 更多的希望在认证过程中，
完善和梳理业务模式、流程和产
品闭环，完成闭环评估后才发现
评估非常有用、有效。 ”

但韦玲也表示出了担忧 。
“当前， 组织评估领域主要是政
府力量在做， 民间力量稍显不
足。 ”她说。

评估标准种类众多

目前， 针对评估标准众多，
国际上也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
联合国等机构各自均有不同的
标准体系，背后都代表着各自的
理念和逻辑。 在中国，公益项目
评估发展起步较晚，有着不同应
用场景的估计指标都具有自身
特点。

2011 年 3 月 1 日，民政部发
布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 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为依法实施社会组织监督管
理职责，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 依照规范的方法和程序，由
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标准，对社会
组织进行客观、 全面的评估，并
作出评估等级结论。

《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社
会组织评估结果分为 5 个等级，
最高 5A 级，最低 1A 级。

《办法》规定，社会组织评估
等级有效期为 5 年。 获得 3A 以
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以优
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可以优先
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可以优先获
得政府奖励。 获得 3A 以上评估
等级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公益
性社会团体可以按照规定申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获得
4A 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
年度检查时，可以简化年度检查
程序。

王彩霞表示，社会组织等级
评估属政府行为，偏重机构治理
和风险控制，更多关注社会组织
规范性建设，以评促管。

“业内除了社会组织等级评
估，其他评估也并无太多专业机
构开展。 引入国际机构 SGS、普
华永道、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等，
意在结合中国本土实际，研发评
估专业指标助力公益行业评估
发展。 ”王彩霞表示。

2011 年，民政部《社会组织
评估管理办法》实施后，民政部
本级和部分省、市相继成立评估
院，大量评估案例由政府内生机
构开始运作，但评估标准未见变
化，一直沿用至今，这无疑不利
于评估发展。

“评估标准需要不断更新，
细分类别，一直沿用早起标准对
被评估机构并不能做到有效评
估， 政府更多应该做规范化建
设。 ”庄爱玲表示。

“评估过程通过内部自我测
评、小组评估、团体评估、资助方
评估到第三方评估，评估应该具
有阶段性， 每年都需要项目评
估，然后再做推动。 ”

评估应贯穿项目全程

评估从何时开始？ 机构还属
草根时，是否要进行评估？

社会组织项目人员具备评
估思维和专业能力，能够开展自
行评估， 得到一个专业的结果，
这个过程较为漫长。

王彩霞认为：“大多数人对
评估有误解，认为项目结束之后
才能评估。 其实不然，评估应贯
穿项目全程，形成闭环。 应用评
估思维设计目标和路径，重视评
估，认为评估是必要的事情。 ”

韦玲认为，即便机构草根也
应该先植入自身想评估的思维、
改变自身理念，下一步才有可能
向外部链接资源。“评估并非一
年就结束，而需要每年都内审和
复审，做完评估对整个组织绩效
提高，项目评估结束后再决定进
行机构评估，之前影响的是跟项
目有关的部分。 ”她说。

庄爱玲认为，关于评估开始
时间， 应跟机构发展阶段关联，
小机构微公益也应评估。 可以根
据涉猎指标多少，选取有限相应
指标进行小型自我评估。

另外，庄爱玲也表示，即便

机构开展了自我评估，仍应最终
坚持第三方评估。“公益机构资
金大多来源于公众捐赠，自我评
估中人具有主观性，完全依赖自
我评估，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公
信力将打折扣，第三方的评估是
一个较好的选择。 ”她说。

机构从业者应提高评估意识

2018 年 4 月 27 日， 公益行
业评估支持平台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中国扶
贫基金会、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深
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瑞士通用
公证行、普华永道中国、德勤中
国等 9 家机构宣布成立公益行
业评估支持平台。

平台通过制定并推广公益
行业评估标准，培养评估专业人
才，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平台的成立
对评估人才的发展、以及整个公
益行业的专业成效，将起到有力
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评估对于促
进公益行业项目的标准化、产品
化意义重大，认同多方参与共创
的跨界合作模式，能够为平台注
入源源不断的内在生命力。

《中国公益项目评估行业
调查报告》也指出，为提升项目
而评估， 多方参与投入。 一方
面， 调查发现公益项目评估内
因大于外因。 整体而言，因项目
提升而评估的组织占比大于因
资方要求而评估的组织。 在重
视评估的应用性与学习性上，
公益项目执行方相比采购方表
现得更为明显。

王彩霞表示， 公益行业评估
平台意在唤起公益机构从业者评
估意识，助力机构专业化发展。

庄爱玲表示：“评估让政府
和资方建立信心，评估不仅是去
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促进团队
发展和行业成长，这是一个培育
的过程。 ”

随着公众参与公益热情的逐步提高，社会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规范
性、有效性和公信力要求不断提升，评估成为公益项目解决社会问题的
有效及高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争取有限资金支持过程中，比较、追踪、选
择成为其必选动作。公益组织资金怎样花，如何花得更有效率时常也会
引发舆论关注，这无疑对社会组织评估体系、方式、方法等提出新的要
求，有效的评估则能积极助推动行业发展。

但有调查显示，当前大多数公益项目各利益相关方的评估意识仍
显薄弱，第三方评估机构发展数量不足，存量机构的专业性也需进一步
提升。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的评估案例（图片由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提供）

� � 不久前召开的 2018 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曾邀请嘉宾
就公益行业评估这一话题展开现场讨论（图片来源：中国基
金会发展论坛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