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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揭牌成立

推动基金会行业发展的深圳探索
■ 本报记者 皮磊

基金会行业有了自己的
“靠山”

深圳市创想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创基金”) 创立于
2014 年，由来自中国内地、香港
及台湾地区的十余位设计师共
同发起成立。 作为国内为数不
多的由设计界自发组织成立
的基金会，创基金以设计教育
和传承为主题，致力于推动设
计公益。

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公益组
织，由于这种专业背景极强的基
金会目前在国内还很少，对他们
来说，今后如何发展并没有太多
的经验可以借鉴，从业人员的专
业能力也亟待提高。

过去五年，该基金会一直尝
试通过与外界交流、内部反复摸
索来探索独特的发展模式。 同
时， 基金会还尝试邀请同行、专
家讲课及培训，以提高工作人员
的专业能力。 这些努力产生了一
定的效果，但在创基金秘书长秦
丹枫看来，他们与行业的高速发
展以及社会对基金会的期待还
存在一定差距。

“我经常向同行特别是公益
界前辈请教有关法律法规、理事
会治理以及团队建设等问题，获
益匪浅。 但这种请教和学习都是
个体的， 针对某个具体问题，不
成体系，所以有时候得到的帮助

也不够全面。 ”秦丹枫告诉记者。
跟秦丹枫一样，很多基金会

的管理者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和困惑。 比起盲目地到处寻找解
决方案，他们更期望有一个专业
的行业组织或平台，能够在第一
时间为自己答疑解惑，提供专业
指导或建议。 深基会的成立似乎
恰逢其时。

据了解，自 2009 年深圳第一
家基金会成立以来，深圳公益慈
善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 目前，
深圳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基
金会 430 余家，占全国基金会总
数的十三分之一。

最近五年来，深圳基金会发
展迅速， 年均增长率接近 40%，
稳居全国前列。 但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很多基金会的管理水平和
发展能力并没有跟上增长的步
伐。 不少基金会缺少专业化团
队，运营管理不规范，发挥作用
不充分。

陈行甲表示，作为全国首个
专门针对基金会行业的联合型
组织，深基会的工作将围绕基金
会的合规运营、治理能力、创新
竞争力三大模块展开。“深基会
将致力于帮助深圳市基金会行
业全面提升治理水平和发展能
力，充分发挥基金会在慈善生态
链条中的资源优势，实现基金会
与其他社会组织在资源流向上
的有效互动，成为参与社会治理
的重要力量。 ”

为会员单位提供一对一专
业服务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官网
显示，截至 8 月底已有 152 家基
金会登记成为深基会会员，141
家基金会表示出参会意向。 那么
具体来说，这些基金会能够从中
得到哪些专业服务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
来企业及个人参与公益慈善事
业的热情日渐提高，方式也越来
越成熟，“成立基金会，以更加专
业的方式参与公益”， 成为很多
人共同的选择。 但由于缺乏专职
及专业工作人员，加之对行业了
解并不深入，部分基金会因此面
临项目难以开展、管理混乱甚至
年检不合格等现实问题，尤其在
一些企业基金会中这种现象更
为突出。

基于此，帮助基金会实现合
规运营，成为深基会为会员单位
提供的首要服务内容之一。

陈行甲谈道，深基会将为基
金会提供年报、 年检、 审计、财
务、 法务等基础工作指导服务，
为新成立或有意愿成立的基金
会提供登记管理、审批备案等工
作的辅导。 此外，深基会还将定
期为会员单位提供各类专业培
训，解答基金会在运作过程中遇
到的困惑和疑问。“我们将配置
10 名工作人员，为会员单位提供
一对一的指导服务。 ”

记者了解到，深基会还将建
立基金会及其负责人的信用记
录制度以及基金会行业评估制
度，促进行业自律。 同时，深基会
也会定期发布深圳市基金会发
展报告，做好同业监督和公众监
督，规范行业秩序。

目前，深基会已组建三个专
业委员会， 包括学术委员会、国
际交流合作委员会和投资顾问
委员会，希望集合全国最专业的
力量，共同探索提升基金会治理
能力的最佳路径。

其中，学术委员会承担着基
金会行业健康发展学术引领和
智库支持的作用，由清华大学公
益慈善研究院王名院长担任主
席，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
中心主任金锦萍担任副主席，徐
永光、陈越光、王振耀等 19 名行
业专家学者担任委员。

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将和
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合作， 聚焦粤
港澳大湾区基金会行业的社会创
新、人才培养、善财传承等领域，
用更加多元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
带领深圳基金会行业走出去，由
著名企业家王石担任主席。

“在基金会创新竞争力提高
方面，我们将组建投资顾问委员
会，牵头创立国内第一家慈善资
产管理公司，推动公益和金融的
创新融合。 ”

陈行甲告诉记者，投资顾问
委员会由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
华担任主席，将联合交通银行深
圳分行、深圳高新投等金融领域
知名企业共同参与， 重点推动
成立全国第一家慈善资产投资
管理公司， 探索运用现代金融
手段高效运作社会慈善资产，
推动基金会行业通过开展慈善
信托、 公益创投和社会影响力
投资等方式， 扩大和盘活慈善
资源，实现资产的有效配置和保
值增值。

探索行业发展的深圳经验

今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
可持续发展先锋” 的战略定位，
以及“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改
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模式”
的具体要求。

在陈行甲看来，《意见》清晰
地指明了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
前景和方向，“为我们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可能。 深基会正

是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社会创新模式”。

深圳为何能够在全国范围
内率先做出这样有创新价值的
探索和尝试？

由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主编的深圳首
本社会组织蓝皮书《深圳社会组
织发展报告（2018）》显示，深圳社
会组织发展呈现总量持续增长、
结构日趋合理均衡的态势。

从登记数量来看，深圳市的
社会组织总量从 2008 年的 3355
家，以 11.79%的年平均增长率增
长至 2018 年的 10230 家；每万名
常住人口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从 2008 年的 3.52 个， 增长到
2018 年的 8.03 个，万人社会组织
拥有量居全国一线城市之首。

数位深圳社会组织负责人表
示， 深圳公益慈善行业的整体发
展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比较领
先的水平：政府支持，鼓励并愿意
创新，政策法规比较包容；社会组
织的发展更多源于民间， 根据社
会实际需求和问题， 自下而上进
行探索;深圳是移民城市，不是传
统的熟人社会， 民众互帮互助意
识比较强烈， 为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深基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深
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
钦焕谈道：“深圳的公益慈善行
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
基金会的密度比其他地区要高
很多，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意识也
比较超前。 基金会可以看作公益
慈善事业的供给侧，也是推动社
会创新的发动机，我们一直在研
究有没有更精准的措施和路径
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

谈及对深基会的期待，秦丹
枫告诉记者，深基会的成立是深
圳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又一次成
功探索，“未来深基会将如何通
过专业服务提高基金会专业能
力和行业自律，如何回应行业在
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和问题，
我们非常期待。 ”

� � “95 公益周”“99 公益日”“中国慈展会” ……热热闹闹的 9 月过去
了，但热闹之余，还有很多现象值得追踪和反思。 尤其对公益机构来说，
在花费大力气筹人、筹钱的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推动自身乃至行业专业
化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问题。

联合，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今年慈展会期间，由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等 12 家基金会
共同发起成立的全国首个基金会行业组织———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
会（以下简称“深基会”）正式揭牌。

事实上，深基会的成立已经酝酿多时。 在今年 5 月举行的深圳市基
金会管理工作会议上， 深圳多家基金会就联合发出了成立基金会行业
组织的倡议。 8 月 27 日，深基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腾讯集团高级副
总裁、腾讯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当选为会长，知名公益人、深圳市恒晖
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行甲当选为副会长兼执行会长。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门服务于基金会行业的联合型组织，深基会未来
将围绕基金会合规运营、治理能力强化、核心竞争力提升三大模块展开
工作，服务深圳市以及在深圳市开展工作的 430 多家基金会。 深基会的
成立也得到了很多基金会的支持和肯定， 但作为打造行业新生态的一
次大胆探索，深圳经验能否破解基金会发展难题？ 其又能否对其他地区
及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借鉴意义？

8 月 15 日，深基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