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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明确政府在第三次分
配中的定位和作用，建设适合中
国国情的慈善组织培育模式。慈
善事业发展有三大模式，一是政
府主导，慈善组织由政府直接进
行管理运营，通过财政部门支持
以及动员社会成员等方式来筹
集资金 ；二是社会主导 ，慈善组
织完全由民间私营部门运营，依
靠平等竞争机制，通过减税和免
税等方式获得政府资助，三是政
府社会相结合，政府主要承担行
业监管责任，也担负着创造有利
的制度环境和运营环境并适当
运用财政杠杆和 “负向挤出效
应 ” 撬动全社会慈善捐赠的责
任 。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曾存
在政府监管定位模糊 、 社会慈
善组织发展在缺乏监管与过度
监管之间摇摆的情况 。 因此 ，在
坚持党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全面
领导的同时 ， 也要通过明确政
府监管职责定位 ， 在慈善事业
中引入高效管理和竞争评价机
制而尽快提高整个社会公益事
业的效率 。 民政部门 、社会组织
管理部门， 要主动担当作为，促
进我国公益事业走向规范基础
上的兴旺。

同时，加强慈善组织队伍建
设，建立内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有
效监督机制。慈善组织队伍建设

方面，应着重从建立专业化和职
业化的慈善组织团队，加强慈善
组织公信力建设，提升信息公开
透明水平，建立慈善资金使用跟
踪反馈机制，增加善款善物流向
的透明度几个方面入手，加强慈
善组织内部监管。 此外，健全新
闻舆论、公众民意等社会力量的
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社会对慈善
组织运作的外部监督。尤其要高
度重视筹募后善款善物使用的
规范透明及高效，必须有效管控
黑天鹅类风险。当前这个发展阶
段，我国仍有为数较多慈善资源
筹募者缺乏专业化的理性分析
和严格的项目管理机制，其风险
容易由局部、个别的爆发而传染
失控祸及全局。

最后，加快培育公益慈善文
化，建设中国特色财富伦理价值
体系。慈善文化和慈善理念是慈
善行为的先导，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实现社会公平
和共同富裕，需要相应的社会主
义财富伦理观支撑。要发扬中华
民族仁爱的传统美德，让慈善成
为一种先进 、时尚的文化 ，将奉
献与博爱的精神融入细节与过
程中，使人们在慈善行为中获得
更大更持久的精神满足；同时落
实平等友善价值观，人格平等而
非屈尊施舍才是现代慈善的应

有风范，内生无私的友爱共生是
同享财富的信赖基石。建设现代
财富伦理观的教育、弘扬与传播
制度，对慈善事业长期发展起到
价值支撑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第三次分配的内容写在《报
告 》的基本经济制度部分 ，但它
与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各方面关
联极为密切， 特别是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是第三次分配能够得
到蓬勃发展蔚然成风的关键，也
会因第三次分配活跃高效而得
到支持和促进。

在四中全会精神 指 引下 ，
我们要有不负时代不负重托的
使命感 ，担当作为 、奋发努力 ，
使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制度
机制的建立 、创新 、改革和完善

上 ，跃进一大步 ，迈上新台阶 ，
让后发却更具生机的我国公益
慈善事业 ， 建构起比发达国家
更能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
体系 、 并转化为闪耀第三次分
配价值光芒的治理效能 ， 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公益慈善阳光大
路 ，有力支持 “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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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轰轰
烈烈 ，其定位是非常高的 ，必将
迎来各个方面的创新，而社会服
务界在其中要起到一个支持和
帮助的作用。

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
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
系” 下的跨境合作的制度创新，
有利于促进湾区要素便捷流动，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发挥
本区域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
开放的独特优势，这也是在新时
代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探寻港
澳地区经济增长新动能和实现
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

营造一个慈善事业的生态

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作用
被形象地称为 “第三次分配”,它
通过弥补政府再分配能力的不
足，以达到和政府一起弥补市场
分配不足的目的。 但慈善事业最
主要的意义是能够营造出一个
关爱的社会———不仅能带来一
些切实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能形
成社会的关爱文化。

香港是全球十大慈善地区，
其九成以上的年轻人参与过公
益活动 ， 超 8000 家慈善组织和
团体扶危济困。

对于慈善事业的管理 ，在香
港，社会团体只要能够证明慈善
活动是本团体主要的活动，政府

也可以减免其经营活动的税收。
而对于如何判定某一团体具有
慈善团体的性质，香港法律也有
明确的规定。

在这里分享一下香港东华
三院的案例。 香港东华三院的慈
善工作自创院之初就开始办理，
距今已有 133 年历史 ，是香港历
史最悠久的华人慈善机构。 与内
地大型慈善组织一样，香港东华
三院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也与政
府的关系密切 ，被政府称为 “合
作伙伴”。 但是，研究东华三院的
收支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东华
三院做慈善最主要的不是捐钱，
而是做服务，如何去把这些钱用
到最需要的地方。

如何拓展大湾区慈善事业
的空间？ 我们要营造一个慈善事
业的生态。 营造慈善事业生态需
要具备四点 ：慈善文化 、慈善意
识、慈善能力和慈善环境。

首先是慈善文化，现在的年
轻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消费，但
是不少人生活中的消费并没有
慈善文化的选项，所以我们需要
更多地营造慈善方面的文化，其
中要有一些传统的文化，也要吸
收当下很多现代理念。

慈善意识的培养需要融入
到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去，同时慈
善能力也需要培养，怎么去了解
人的需求并提供切实的帮助。

另外就是慈善环境。 香港每
到周末会有售旗日， 慈善机构通
过在街头售旗向市民募捐款项。
但募集金额是很小的， 市民捐多
少都可以， 主要通过这样一个形
式让人人都了解我们需要去帮助
他人。

社工专业资格互相认证

在社会工作的发展方面 ，香

港给我们启示最多的是它的职
业化 、专业化的道路 。 他们在慈
善和志愿服务领域里面培养出
来了一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
可以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 ，能
够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 。 比如
评估 ， 香港老年领域有统一的
评估 ， 统一评估能够把有限的
资金用到最有需求的人群上 。
比如空巢老人的探视服务 。 其
实空巢老人这一人群的异质性
特别强 ， 只有一部分老人可能
是有迫切需求而需要不断关注
的 。 我们可以用评估筛查出风
险最高的老人 、 需求最迫切的
老人 ，把资源用到这上面 。

如何拓展大湾区社会工作
机制发展空间？

一个是专业资格证书的认
证。 在专业资格证书方面，内地
和港澳可能都不太一样，在三地
不同的制度体系之下，专业资格
互相认证，达成共同合作有许多
的空间。

另外是实务督导人才的流
动与互认、社会工作人才的联合
培养。 过去我们有过一些成功的
经验，像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
学合作，香港大学跟复旦大学合
作。 这些合作项目培养的都是我
们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界的中坚
力量。

再有就是社会工作项目的
多元合作。 上海学习和借鉴香港

的经验 ， 就是香港从 2002 年开
始的“商界展关怀”计划，这个计
划通过企业与社会福利界的合
作建设共融社会。

跨境合作有很多问题需要
去解决。

第一是规制距离。 过去合作
存在着一些规制上的问题，主要
是因为不同地域里面的一些社
会政策是不一样的。

第二是规范距离，比如专业
服务里面的标准制定、行业规范
不一样。 像汶川地震之后，关于
建筑物的规范，内地和香港的不
一样，所以香港在这里的援建有
很多要去协调的东西。

第三是认知距离 ， 有很多
做 事 理 念 上 的 差 异 也 需 要 去
协调 。

另外合作伙伴的匹配性 ，伙
伴关系管理的机制，也是我们面
临的大的课题。

费孝通教授曾经说过 ，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 大湾区各个地区都有自己
不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可以帮
助我们培养适合本地情形的一
些慈善生态，推动慈善事业的发
展，在这个基础上去培养我们的
志愿者队伍，提升我们社会工作
专业人员的水平，同时又能够欣
赏 、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 ，最后
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共建共享的
更美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