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自 2016 年《慈善法》颁布后，
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进入了快
速发展阶段，整个行业的发展更
加规范化、专业化。 而得益于互
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公众参与
公益慈善的途径也越来越灵活
多样。 这些变革给行业带来了绝
佳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了很多
新的挑战，尤其传统的、依托政
府而生的慈善机构面临着更大
的变革压力。

作为官办慈善的代表，近年
来各地慈善会系统的发展普遍
遇到很多现实问题，由传统慈善
向现代公益转型，已成为不可逆
转的发展趋势。 不过，由于体制
机制等历史原因，目前慈善会系
统的运作行政化色彩依然很重，
政府部门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
系统内激励机制明显不足。

虽然背靠政府让慈善会拥
有很多其他社会组织不具备的
优势，但慈善会系统与民间公益
明显割裂，导致资源无法共享，无
法进行优势互补。此外，从业人员
职业化及专业化程度偏低、 服务
品牌化及影响力建设意识淡薄
等， 都是慈善会系统面临的时代
性发展问题。 以慈善会系统为代
表的官办慈善如何转型？ 近几年
来， 已有一些地方慈善总会在进
行摸索，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17 年， 历经 14 年发展历
程、 募捐总额累计达 27.79 亿元
的深圳市慈善会迈出了转型改
革至关重要的一步———由传统
的政府部门主导的官办组织转
变为理事会主导的社会组织，其
对自身新的定位为“具有广泛动
员能力及社会影响力的、立足价
值倡导和行动解决社会问题的
深圳枢纽型慈善组织”。

而在距离深圳大约 2000 公
里之外的地方，山东省慈善总会
近两年来也在探索从传统慈善
向现代公益转型。 主动同地方社
会组织合作、 向外输出资源优
势，发挥枢纽组织功能、打造地
方公益生态，培育地方特色公益
项目、培养公益专业人才……在
自我变革的过程中，山东省慈善
总会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面临很

多时代性发展问题，但慈善会系
统也具有很多先天优势，比如体
制公信力、社会影响力、系统资
源调动力以及资金规模等。 这些
优势， 在推动地方公益生态建
设、促进区域社会组织发展的过
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2017 年 9 月 5 日，《慈
善法》颁布后的第二个“中华慈
善日”， 山东省慈善总会和山东
文艺广播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联合推出《慈善之声》广
播栏目， 每周六上午 9 点播出。
同时，双方还联合发起“山东文
艺广播慈善基金”， 共同开展慈
善募捐、慈善服务等活动。

目前，山东省慈善总会已经
搭建了包括电视台、电台、报刊、
网络等在内的全媒体宣传推广
平台，且这些平台全部免费供社
会组织使用。 对于传播资源相对
匮乏的地方社会组织尤其草根
机构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
的宣传推手。

2018 年 7 月，山东省慈善总
会和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
究中心（以下简称山东社创）共
同发起首届“慈善山东”公益大
会，并发布了“慈善山东伙伴计
划”。 此次大会，也是山东省慈善
总会探索变革的一次尝试，同时
也是其致力于打造地方公益生
态的重要一步。

在山东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彦龙看来， 向现代基金
会转型是慈善总会系统不得不面
对的现实问题。 而实现这一转型
的基础， 就是重新打造与时代需
要相匹配的地方慈善公益生态环
境。 他说：“在切实完成政府、民政
民生兜底任务的同时， 转型为执
行与资助混合业务并重、 双重业
务品牌化开展、 担当起地方枢纽
型功能的地方新型基金会， 是我
们未来几年坚定的工作方向。 ”

寻找变革突破口

《公益时报》：慈善会系统是
政府职能的重要延伸。 作为官办
慈善的代表，近年来慈善会系统
的发展遇到很多现实问题。 就山
东省慈善总会来说，你觉得目前

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张彦龙：山东省慈善总会遇

到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甚至
可以说是全国慈善会系统普遍
存在的问题。 概括起来主要有六
个方面： 一是体制机制不顺畅，
工作行政色彩重；二是政府越位
与缺位并存， 激励机制不足；三
是各类慈善组织单打独斗，缺乏
整合规划；四是与民间公益慈善
割裂，无法优势互补；五是慈善
工作队伍专职化、 专业化程度
低；六是服务品牌化和影响力建
设远未被重视。

《公益时报》：面对时代发展
带来的改革压力，山东省慈善总
会做出了哪些努力？

张彦龙： 体制性的问题是多
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急不得
也慢不得。 从省慈善总会的角度
来说， 我们首先希望做好自身的
制度完善、架构改革和业务转型，
稳定第一，小步快跑，做一些试验
和引领， 为省内各地市慈善总会
做一个安全有效的试验品， 以推
动全省慈善系统的逐步变革。

而实现转型的基础，或者说
解决前面六大问题的可操作路
径，就是重新打造与时代发展相
匹配的地方公益慈善生态环境。
因此，我们提出了“聚集伙伴、建
设系统、构筑生态”的总调子，与
山东社创及各层面伙伴合作，发
起了首届“慈善山东”公益大会，
并推出了“慈善山东伙伴计划”。

《公益时报》： 通过这些尝
试，您希望实现怎样的目标？

张彦龙：发起首届公益大会
的背景和初衷首先是基于目前
慈善总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时代
发展需要我们变革、创新；其次，
面对传统募捐形式的落后，总会
也急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开辟新
的募捐渠道；第三，作为省级慈
善组织，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动
员、带动和召集省内更多公益组
织为全省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这
其实也是我们的目的和愿景。

基于上述行动，我们希望吸
纳一批省内的公益慈善组织共
同参与到项目中来，锻炼一批公
益慈善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山东
地方特色的公益慈善项目，培养
一批公益慈善组织负责人，在全
省范围内营造山东公益生态。

打造地方公益生态

《公益时报》：您提到要打造
地方公益生态，怎么理解这一概
念？ 如何才能实现您设想中的公
益生态？

张彦龙 ： 我理解的公益生
态，应该是一个全社会、全业态
的，所有公益慈善组织之间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靠，最终
发展成为一个开放、高效、透明、
互惠、互利、可持续的良性公益
发展环境。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
们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希望利
用三年时间，以公益创投大赛等
活动为载体，动员省内外公益组

织都参与进来。
《公益时报》：这一过程离不

开政府 、社会组织 、企业及公众
等各方的参与和支持。 如何才能
协调各方权益，让大家愿意参与
进来？ 在这个过程中，你给总会
的定位是什么？

张彦龙：中国公益生态的美
好愿景，就是政府搭台、社会组
织唱戏、 企业和公众广泛参与。
我们常说，公益慈善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在国
家提出加强社会治理的大环境
下，公益慈善组织任重道远。

我个人认为，政府应从宏观
层面把制度、政策和法律规章的
“红利”释放出来；社会组织从微
观层面利用好、把握好、运用好
这些“红利”，引导和调动企业和
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给省慈善总会的定位
有两个方面： 一是牵线搭桥，主
动建立起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
企业、 公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二
是身先士卒，省慈善总会是全省
慈善组织的标杆，应结合自身特
点，在推动公益慈善项目方面大
胆尝试、勇于创新。

《公益时报 》：在你看来 ，慈
善总会有哪些独有的资源或优
势去推动民间公益发展？

张彦龙： 在获得政府支持、
慈善资金帮扶、媒体宣传推广等
方面，我们还是有着丰富的资源
和独特优势的。 在获得政府支持
方面，我们可以利用省级社会组
织的身份，出面协调政府部门给
予一些工作或项目支持；在资金
帮扶方面，通过项目合作、网络
配捐、 非限定性奖励等予以支
持；在媒体宣传方面，山东省慈
善总会已经搭建了包括电视台、
电台、报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在内的全媒体宣传推广平台，完
全免费供社会组织使用。

向现代基金会转型

《公益时报 》：近两年来 ，山
东省慈善总会一直在主动尝试
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比如山东
社创和壹基金等。 为什么要主动

和他们进行合作，你最看重的是
什么？

张彦龙：在公益事业快速发
展的今天，我觉得我们一度迷失
了方向。 2015 年，腾讯 99 公益日
筹款活动就已经开始， 但直到
2017 年年底山东省慈善总会网
络公开筹款额几乎为零。 作为省
级慈善总会，这是绝对交待不过
去的。 除了慈善总会系统外的整
个公益界都在开展网络募捐，我
们却不知、不懂、不会，很着急，
也很无奈！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
同有经验的社会组织开展合作。
山东社创作为近年来快速发展
起来的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具
有行业视野、理论技术、实操经
验、一线公益组织黏性以及外部
资源整合等优势。 这些认识论、
方法论上的东西都是我们之前
所不具备的，也是我最为看重的
地方。 双方优势互补，价值观相
近，都看到了地方生态建设的重
要性和急迫性。

《公益时报》：山东省慈善总
会做的很多尝试其实也是从传
统慈善到现代公益的一个过渡 ，
对此你怎么理解？

张彦龙： 我个人的理解是，
这个过渡不是现代公益全盘替
代传统慈善，而应该是一种传承
与发展、升华与完善。 传统慈善
中“真善美”的东西在现代公益
中理应全部继承，并通过更现代
的方法、手段和技术展示在人们
面前。 我们坚持做现代公益，也
不能完全摒弃传统慈善。

《公益时报》：自 2016 年 《慈
善法 》颁布之后 ，我国的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速度逐步加快。 在此
背景下，你觉得慈善总会未来的
发展方向是什么？

张彦龙 ：从长远来看，向现
代基金会转型是慈善总会系统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今后发
展的最终走向。 在切实完成政
府、 民政民生兜底任务的同时，
转型为执行与资助混合业务并
重、双重业务品牌化开展、担当
起地方枢纽型功能的地方新型
基金会，是我们未来几年坚定的
工作方向。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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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慈善如何转型？

山东省慈善总会改革试验路

� � 2018 年 7 月 5 日，由山东省慈善总会和山东社创联合主办的中国
好公益平台山东路演暨首届“慈善山东”公益大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
行。 图为张彦龙现场致辞（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 2019 年 3 月 21 日，山东省慈善总会、山东社创携手壹基金联
合开展的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迎来项目验收第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