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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的中国进度 ■ 郑淯心 石浩天

公益就是捐钱，这还是很多
中国人心中公益的直接印象。

8 月 15 日，民政部发布 2018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 2018 年底 ， 全年有 1072.0
万 人 次 在 民 政 领 域 提 供 了
2388.7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 全国
社会组织捐赠收入达 919.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6.1%。

这一数据比 1999 年有着指
数级增长。 1999 年时，全年民政
部门组织筹集的社会捐赠资金
及物资折合金额 16.4 亿元。

作为行业资深专家 ，《公益
时报》 社社长刘京回忆，1999 年
9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
捐赠法 》正式生效时 ，时任民政
部部长的崔乃夫曾说，公益事业
将来肯定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
一个组成部分。

如崔乃夫所预言， 当代中国
公益曾伴随着国人度过了非典、
抗击了洪水、挺住了汶川地震，如
今的中国公益不仅深入攻坚扶贫
前线， 也在为我们身边的美好社
区默默耕耘，2018 年社会服务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 ， 截至 2018 年
底， 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
和设施 42.7 万个。 城市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覆盖率 78.7%，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45.3%。社区
志愿服务组织（团体）12.9 万个。

当然，时代从未曾停止对公
益中国的考验，放眼全球与未来
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 刘京表
示 ， 目前我国企业家捐助占比
93%， 但美国的公益资金 82%却
来源于公众 ； 据民政部数据显
示，目前最方便大众参与的互联
网 公 益在 2018 全 年 募 集 善 款
31.7 亿元，腾讯公益、蚂蚁金服 、
阿里巴巴公益三家共募集 28.35
亿元 ，占比约九成 ，中国公益走
向“公益中国”还大有可为。

1999 年：
国家公益事业的关键节点

1999 年以前的当代中国公
益蹒跚起步。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
公益项目在当时备受争议， 但现
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原来竟是一
项公益：现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

1986 年春天，时任民政部部
长的崔乃夫面对民政部的资金缺
口，有了一个构想：用发行彩票的
形式募集社会福利公益基金。 在
当时改革开放初期， 国人对彩票
仍存偏见， 而用彩票做公益服务
民生，更是被惊为“天方夜谭”。

经过一年多的争议与准备，
1987 年 7 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
募捐券以及与此配套的《发行社
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试行办法》正
式在国家层面发行，在全国开设
10 个试点省市。 从 1987 年最后
两个季度的 1739.5 万元销售额，
到 1989 年的 3.76 亿元， 福利彩
票这一形式获得民众的认可也
用了近两年时间。

1989 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成立，同年 10 月，时任理事
长刘延东在会上宣布，建立我国
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
基金”，长期实施“希望工程”。 提
起手握铅笔头凝视前方的“大眼
睛女孩儿”苏明娟海报，这是很

多人会联想到一个画面。 作为新
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益项目
之一的希望工程，已经累计募集
捐款 53 亿多元人民币， 资助农
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逾 338 万
名，建设希望小学 15444 所。

十年之后，1999 年公益捐赠
法成功立法，中国公益自此有法
可依，原先几家公募基金会各自
为战的公益格局也向着全国性
的公益事业全面推进。

此时的崔乃夫也在设想着将
公益事业做得更深更广， 公益时
报的创办就是这个大公益格局的
一个缩影，刘京提到，1999年公益
捐赠法立法后， 时任民政部副部
长的徐瑞新、 党组成员杨建昌曾
一起研究， 商讨创办一家公益的
媒体，或者说公益发展的媒体。

对于刘京来说，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抉择，因为没有人认为他
会脱离体制身份去创办一家报
社———1979 年入职民政部，曾担
任领导秘书，在多个部属业务司
局和企业工作了 20 年， 未来无
论是从事行政管理还是企业运
营，在他人看来都是前途不可限
量。 然而，他还是毅然选择办这
份以公益命名的报纸。

2004 年：
企业家捐赠走上历史舞台

2004年，《公益时报》 首次发
布中国慈善排行榜， 而这一排行
榜得以发布的逻辑前提是， 中国
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公益
事业当中， 不能单纯靠一张新闻
纸来推动企业家向慈善家转变。

一年之前， 也就是 2003 年
“非典”时期，公益展露头角，据公
益时报统计，截至 2003年 7月 31
日， 全国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
40.74 亿元，其中内地企业、个人
捐赠 27.44 亿元， 占比 67.3%，党
政机关及事业、社团组织捐赠 6.1

亿元，占比 15%;与捐赠方以民间
力量占多数的情况相反， 接收一
方在“非典”时期仍被官方垄断，
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中国红十字
会、 中华慈善总会及地方分会接
收捐赠款物共占比 93.2%，而剩余
6.8%也由相关指定机构接收，面
向公众的公募基金会仍是企业和
个人献出爱心为数不多的渠道。

这一情况也在 2004 年有了
划时段意义的改变 ：2004 年 2
月，国务院通过《基金会管理条
例》， 正式认可非公募基金会 ;
2005 年 6 月，我国首个非公募基
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在香
江集团总裁翟美卿的倡导下创
立，成为我国首个由民营企业出
资创办的基金会。

2005 年 1 月，牛根生携家人
捐赠了蒙牛乳业全部股份， 并约
定：在他有生之年，该等股份红利
所得的 51%归老牛基金会，49%归
个人支配(而实际执行比例为，红
利的 67%归老牛基金会，33%归个
人支配);而待他天年之后，该等股
份的红利 100%归老牛基金会，家
人只领取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
三地平均工资的生活费。

2010 年 5 月 4 日，福耀玻璃
董事长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
会签署了捐赠协议，向西南五省
（区、市）干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
两亿元善款。 但曹德旺同时要
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在半年
内， 以每户 2000 元的标准发放
到滇、桂、渝、黔、川的近 10 万农
户手中，管理费不超过 3%，差错
率不得超过 1%,否则按超出部分
的 30 倍赔偿。 最终，双方敲定管
理费为 600 万元，为捐款额度的
3%。曹得旺要求捐款不能给当官
的，也不能给有钱的，差错率要
控制在 1%以内。 若误差超过 1%,
即按超出部分的 30 倍予以赔
偿， 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 600
万。 曹德旺对这一近乎苛刻的要

求表示：“事情做细些就不会错，
还能防止被人冒领。 ”

2010 年 11 月,两亿扶贫善款
项目基本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非
营利组织研究所组成的评估团队
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估， 数据显
示，缺损比例为 0.85%,低于捐方
1%的标准，达到曹德旺的要求。对
于投身慈善多年的曹德旺来说，
选择问责是第一次， 但此前他在
别处的钱也都“花得很明白”。 曹
德旺不止一次告诉媒体， 即便在
慈善领域，他也不相信任何人，只
相信制度和逻辑。对于他来说，这
这场“对赌”两亿元的捐款是个试
验，曹德旺也因此排在了当年《公
益时报》中国慈善榜的首位。

2016 年《慈善法》通过后，公
募基金会数量增加的速度大幅
下降。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心
实时统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国范围内已经注册的基金
会数量达 5545 家， 比 2015 年同
期的基金会数量增加 674 家，年
增长率为 13.84%。 其中，全国共
有 1565 家公募基金会， 占全国
已注册基金会总数的 28%; 还有
3980 家非公募基金会，占全国已
注册基金会总数的 72%，以企业
家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对善款的
出资、运营和捐赠蔚然成风。

从全民公益的层面上来说，
中国公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堆
积在财富沙漏上方的巨大公益
势能何时落到更广阔的大众平
面还是一个未知数。

2011 年：
公益全民化

比起被过分关注的浮于公
益表面的数字，全民公益的心态
尚未在全社会得到普及。

基金会在这个时期有了一个
观念上重要改变， 从前都是捐赠
人拿着公益产品去募捐找公益项

目， 这时出现了通过发现社会问
题，做成公益产品，再到募资的过
程，更像是一个金融产品。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在国
际中并不算高的人均 GDP水平，
公民个人想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若没有互联网渠道的支持，不仅会
加大实体慈善机构募集和统计的
工作负担，更可能面临善路不通的
困境。也在此时，互联网募捐出现，
这为全民公益提供了便捷度。

移动互联网时代，公益慈善打
开了新大门，朝着精细化、全民化、
广覆盖的趋势发展。各类网络慈善
形式通过社交的强关系性，为需要
帮助的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筹款渠
道，对传统慈善进行有益补充。

2016年 9月， 我国慈善制度
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 综合性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
施行， 规定没有获得公开募捐资
格的个人和组织不得在网上公开
募捐。 民政部随后公布了首批 13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2017 年，互联网慈善将进入
监管元年。 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建
设慈善组织信息发布平台，对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进行随
机检查，同时进一步发动社会监
督，建立公众投诉举报邮箱。 国
家将通过强有力的硬性指标，确
保慈善事业在阳光下运作。

据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
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志强介绍，
2018 年，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
慈善超过 84.6 亿人次，一些基金
会的网络募捐已经占到捐赠总
收入的 80%以上。

互联网公益在成为我国全民
公益一个重要渠道的同时， 对比
2018 全年 31.7 亿元的互联网善
款，与腾讯公益、蚂蚁金服、阿里
巴巴公益三家独占九成的现状来
看，筹集金额、机构数量以及善款
去向等的匮乏也不容忽视。

（据《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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