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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组织共拓渠道 官办慈善会转型之路
■ 张岩

改革 、发展 、创新是这个时
代每个公益组织都要思考的一
个问题，山东省慈善总会也不例
外 。 从单一的传统慈善到规范
化 、专业化转型 ，体现了这个社
会组织的审时度势、 大胆革新，
以及由内核的发轫与突破。

“总会的转型，要去听、去看、
去学习、去实践，重新梳理慈善公
益事业的发展与变迁轨迹， 重新
面对自己反思总结， 加强与同行
的交流与合作， 重新打造与时代
需要相匹配的地方慈善公益的生
态环境。 ”山东省慈善总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张彦龙如是说。

官办组织的六点问题

作为官办慈善组织的代表，
近些年来，山东省慈善总会遇到
了许多“坎”，总结起来，不外乎
六点。 一是体制机制不顺畅，工
作行政化色彩重；二是政府越位
与缺位现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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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点问题， 是多种因素长
期积累的结果， 也是全国慈善总
会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何解
决？是安于现状还是磨揉迁革，考
验着张彦龙的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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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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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的这则实
锤新闻， 深深撞击着山东省慈善
总会这位掌门人的心。

断鳌立极， 张彦龙下定决
心。“探、转、改，先进行有益探
索，再开始自我转变，然后深入
推进改革。 ”在他的改革下，山东
省慈善总会开始了从传统慈善
向现代公益转型之路。

完善自身制度、改革组织架
构和业务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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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进行了很多有益实践，先后在
2018 年 4 月、7 月和 2019 年 2 月
召开 3 次全省慈善系统经验交
流会，共商共议，相互学习，引导
和推动地方慈善总会的自我突
破和变革。

不可否认的是，慈善总会在
转型过程中面临很多时代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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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现代基金会转型，是慈善

总会系统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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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彦龙
脑海中绘制了明朗清晰的齐鲁
公益生态蓝图。 他坚定地认为，
解决前面 6 点问题基础性的可
操作路径，就是重新打造与时代
需要相匹配的地方慈善公益的
生态环境。

合作试水线上募捐

2016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慈善
组织进入有法可依的新时代，从
中央到地方， 从官办到民间，都
在探索新形势下社会组织的转
型发展之路。 特别是互联网公益
的崛起发展，让长期以线下募捐
为主的山东省慈善总会更是感
到了与新时代的脱节。

数据显示，民政部公布的具有
互联网公开募捐资格的“互联网募
捐信息平台”已有 20家，其中包括
腾讯、淘宝、百度、新浪、京东、美团
等多个互联网科技公司或电商巨
头。 2018年，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
平台募集善款总额超过 31.7亿元，
参与人次达 80多亿。

轻松筹、 水滴筹和爱心筹等
网络众筹平台成为大病患者求助
的重要渠道， 三家平台自成立以
来累计筹款总额超 400 亿， 惠及
超 360万人。 腾讯公益倡导的 99
公益日， 已经发展成为国民慈善
日， 自 2015 年首次募款以来，募
款额从 1.28 亿元发展到 2018 年
的 50多亿元。参与互联网公益的
组织、企业、人数呈现出裂变式的
爆发态势。 2018年，腾讯 99公益
日上线 5000 多个公益筹款项目，
项目基本涵盖了教育、医疗、环保
和扶贫救灾多个领域。

这些数据给慈善会系统带
来极大震撼。“一直到 2017 年底，
我们的网络公开募捐几乎为
零。 ”山东省慈善总会财务与募
集中心总监鲁言竹说，“除了慈
善总会外，整个公益圈都在利用

网络进行各种形式的募捐，我们
却不知、不懂、不会，很着急。 ”

路在何方？ 与有经验的社会
组织开展合作！ 一场碰头会后，
张彦龙、山东省慈善总会副秘书
长汤漩以及各部门负责人拍板
定下。

为此，山东省慈善总会提出
了“聚集伙伴、建设系统、构筑生
态”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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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山东省慈善总会瞅
准了以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
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山东社
创”）为代表的社会组织。 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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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资源整合等优
势。 他们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
出发， 融合公益和慈善的共性，
从现代管理、社会心理、公共道
德等多维视角，对公益慈善进行
重构与锻造。 与山东社创深度交
流之后，山东省慈善总会向资助
方向“转舵”，两者达成了长达 5
年的战略合作关系。

2018 年 7 月，山东省慈善总
会、山东社创合作后筹谋的“慈
善山东”公益大会顺利召开，200
多家机构近 400 人与会，来自济
南、青岛、济宁、淄博、威海、日
照、枣庄的支持性社会组织共同
启动了山东支持性社会组织协
作网络。

这次大会上， 遴选了 76 家
社会组织的 75 个项目参与 99
公益日，总会出资 300 万元用于
配捐，极大地调动了各公益组织
参与的积极性。 99 公益日战役打
完，共募款 1389 万元，其中包括
腾讯公益 87 万元的非限定性奖
励， 最终确定了 58 家机构的 60
个项目予以执行。 通过这次“会
战”， 山东省慈善总会初步建立
了自己的 O2O 模式。

2018 年 8 月，台风“温比亚”
给山东省特别是潍坊市带来严
重影响，山东省慈善总会与深圳
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简称“壹基
金”） 达成合作框架协议， 在寿
光、青州两市联合开展抢险救灾

行动，这也拉开了双方合作的帷
幕。 同年 11 月 6 日，壹基金、山
东省慈善总会、山东社创在深圳
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在自然
灾害救助、 儿童关怀与发展、慈
善公益支持与创新等领域进行
深度合作。 一路走来，三方合作
了温暖包项目、 壹乐园·儿童服
务站项目，今年 4 月启动了山东
省城乡儿童服务网络和山东联
合救灾行动网络，与壹基金的合
作渐入佳境，并给山东省内的公
益组织带来了实时“红利”。

“这两年在山东省慈善总会
的影响下，我们明显感觉到山东
公益氛围出现一个变化。 未来我
们希望不断整合资源，并将资源
叠加到整个公益生态中，带动地
方公益氛围的改善，打造地方公
益生态系统。 ”山东社创主任杨
建生表示。

建起社会沟通桥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 与此同时，各
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增多，
而社会组织存在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公益慈
善组织任重道远。 张彦龙认为，
政府从宏观层面把制度、政策和
法律规章的“红利”释放出来，社
会组织要从微观层面利用好、把
握好、运用好这些“红利”，引导
和调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参与到公益慈善活
动中来。

无论是目前社会组织业态
和生存方式的改变，还是当前慈
善公益发展格局的改变，山东省
慈善总会的变革，也是国内慈善
会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山东省慈善总会在这个进
程中的定位有两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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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结合总会自身特点，发挥总会的
主观能动性，在推动公益慈善项
目方面大胆尝试、勇于创新。

在获得政府支持、慈善资金
帮扶、 媒体宣传推广等方面，山
东省慈善总会有着丰富资源和
独特优势。 政府支持方面，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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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帮扶方面，总会
通过项目合作、网络配捐、非限
定性奖励等予以支持；媒体宣传
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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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山
东省慈善总会感受到变革、创新
带来的红利，“总会想做的，一是
拓展总会的募捐渠道；二是促进
山东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建设山东省的公益慈善生态。 ”
这也是张彦龙的初衷。

“我理解的公益生态，应该是
一个全社会、全业态的，所有慈善
公益组织之间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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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良性公益生态。 ” 张彦龙
说，“与山东社创合作， 不光是看
重它的衔接和枢纽功能， 更为重
要的是它对公益组织项目和机构
规模的培育和陪伴， 这是构建山
东公益生态的重要推手。 ”

围绕着打造山东公益生态，
山东省慈善总会制定了“三年规
划”：利用三年的时间，以“慈山
东·益齐鲁” 公益创投大赛为吸
引，动员和召集省内外基层公益
组织参与到“伙伴计划”和“齐鲁
公益领袖计划”中，建立一个相
对稳定、种类齐全、覆盖面广、认
知度和影响力相对较高的公益
慈善系统，进而建筑山东全域范
围内的公益慈善新生态。

山东省慈善总会在张彦龙
的思维导图下，经过 2 年多的打
磨，转型初具成效。 在这个过程
中， 与总会合作的各公益组织

“创新立意”意识非常强烈，它们
绝不是拿来主义，照搬别人的经
验，更不做“甩手掌柜”。

下一步，山东省慈善总会将
在转型的路上继续披荆斩棘，不
断推进合作项目的精益化，拓宽
品牌传播的渠道，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坚持初心，不忘愿景和使
命，力争把慈善会的优势放到最
大，把通过改革获得的红利和品
牌优势深度结合，努力实现山东
省慈善总会影响力和平台价值
最大化。 （据《善城》杂志）

慈善山东大会（图片来源：山东省慈善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