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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公益慈善从业者的职业素养与能力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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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十
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心和公益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A 座 501

01062702182 邮政编码 100084

基金会名称 心和公益基金会 53100000500021182U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开展资金捐赠、济困救灾、扶贫、扶幼、助医、助学、助教等社会救助活动及慈善公
益活动。

原始基金数额 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伍松

互联网地址 www.xinping.org 成立时间 2008-09-19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54,968,009.10 55,631,933.96 流动负债 28,945.57 3,706.22

其中：货币资金 54,967,109.10 55,625,733.9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54,832.58 105,871.63 负债合计 28,945.57 3,706.22

净资产合计 55,093,896.11 55,734,099.37

资产总计 55,122,841.68 55,737,805.5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5,122,841.68 55,737,805.5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55,093,896.11 55,734,099.3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3,460,590.46 0.00 13,460,590.46

其中：捐赠收入 13,007,085.55 0.00 13,007,085.5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2,820,387.20 0.00 12,820,387.20

（一）业务活动成本 11,405,528.39 0.00 11,405,528.39

（二）管理费用 1,413,614.73 0.00 1,413,614.73

（三）筹资费用 1,244.08 0.00 1,244.08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640,203.26 0.00 640,203.26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3,007,085.55 0.00 13,007,085.55

13,007,085.55 0.00 13,007,085.55

1,000,000.00 0.00 1,000,000.00

2．公益支出情况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5,122,841.6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85,489.3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 ，综合近三年比例） 20.69%（综合两年 44.34% 综合三年 38.92%）

行政办公支出 528,125.43
其他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11.03%（综合两年 9.83% 综合三年 7.86%）

本年度总支出 12,820,387.2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1,405,528.39

四、审计机构：北京永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五、监事：娄天春

人才队伍建设是公益慈善
事业发展的核心。 作为公益慈善
事业的实践者 、 教育者和研究
者，笔者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
观察等研究方法，对数十家社会
组织（涵盖了基金会、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构 ） 进行了深入调
研，将公益慈善从业者的素养要
求和能力构成做出了如下整合
和概括。

一是良好的为人素养和职
业品性。 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一致
认为，为人素养和品质是最基本
的职业要求，更是公益慈善从业
者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基本人
才标准。 这种品质和素养主要包
括良好的自我认知，工作积极主
动 ，责任感和担当感较强 ，为人
亲和谦和 、充满正能量 ，有大爱
之心 、有公正之心 ，亦要有一定
的专业敏感度、人文关怀精神和
反思精神。

二是公益慈善的价值理念 。
这是资历较深的公益慈善从业
者重点提及的内容，也是当下较
为容易被忽略的专业“根基”。 更
有被访者特别强调 ，“公益慈善
专业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培养
其价值观”，并认为“这是能够伴
随他们一辈子的东西”。

三是熟知并遵循公益慈善
职业伦理和行业规范。 公益慈善
领域是个靠公信力立足的领域，
这种公信力相当程度上需要依
靠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建立起
来并加以维系。 当前我国公益慈
善职业规范和伦理体系建设几
乎处于空白状态 ，虽有 《中国公
益慈善筹款伦理守则》， 但其还
只关注筹款且行业约束力和实
际操作并不理想 。 从另一方面
看，近些年公益慈善行业负面事
件频发，恰恰给还处在发展初期
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带来了很

大的挑战和冲击。 这就需要相关
政府部门、 行业组织和有一定影
响的社会组织加以积极推动，而
每一个公益慈善从业者都有责任
遵循职业伦理和维护行业尊严。

四是掌握公益慈善和社会
组织的核心知识。 虽然经历了数
十年的发展，但是作为第三部门
主要力量的社会组织在我国的
发展还不充分并尚处发展早期，
公众知晓度和认可度还不太高
便是这一阶段的一种突出表现。
相比于各项具体的能力而言，多
数被访者认为公益慈善事业发
展应广泛吸纳不同专业背景但
有志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员，
但是需要他们相对充分地了解
基本的社会组织行业知识，对于
学习相关专业的学生而言更是
如此。 这些基本知识包括公益慈
善基础知识、 社会问题分析、社
会组织内部治理、公益慈善法律
法规与政策制度等。

五是良好的人际沟通和社
会交往能力。 大多数被访者基本
都提到，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最主
要的就是跟人打交道，无论是面
对公众，还是面对同事、资助方、
合作伙伴 、服务对象 ，都是与不
同人以不同方式进行社会交往
和沟通互动的过程。 当然，这一
能力又可分为通识性的沟通交
际能力和专业性的沟通交际能
力，尤其是从事一线服务的公益

慈善从业者，在专业性的沟通交
际能力上还有更高的要求，要通
过 “沟通 ”解决服务对象面临的
具体问题。

六是社会问题意识及分析
解读能力。 社会组织是因应社会
问题而存在的，它们是解决社会
问题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的重要力量。 因此，公益慈善从
业者尤其青年从业者还需要对当
前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其相关
人群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以及
个体行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
和规律。 公益慈善从业者也应具
备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和
分析解读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忘
组织存在的基本价值。

七是社会创新思维和能力 。
从数十家社会组织的招聘启事
和人才培养来看，机构都在招募
不同层次的工作人员（包括服务
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 其中都
有个 “加分项”， 这就是创新能
力。 一家知名社会组织负责人特
别提到 ，“我觉得现在要做好社
会组织越来越不容易，跟传统公
益慈善相比，我们最需要的是具
有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 从机构
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有了这样的
人才或团队，才能够实现更好的
发展 ， 也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
题。 ”社会创新能力也是一个组
织甚至一个行业形成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要素。 在公益慈善和社

会工作两大专业不断慢慢交融
的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的不断
发展也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
供了相应的支持。

八是社会动员与组织协调
能力。 这也是公益慈善领域和社
会组织工作场域最为经常使用
的基本能力，从一线服务者到高
层管理者都应具备这项基础职
业能力。 这需要公益慈善从业者
深入理解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和
公共性，熟知社会动员的特质与
机制，借助“社会”之力营造公益
慈善事业的发展氛围。

九是专业文案设计、基础研
究和评估总结能力。 整体而言，
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偏向行动取
向，这是其突出特点。 有效的行
动需要通过周全 、专业 、有温度
的策划设计，并依此逐步实施和
完成。 运用设计思维和创新思维
进行专业文案设计也是公益慈
善从业者的重要能力要求，这些
专业文案包括项目申报书、筹款
策划方案、活动策划书和宣传倡
导方案等。 再有，部分被访者也
提出当前公益慈善实务界在总
结提升组织运营经验、项目经验
和服务经验等方面短板凸显，建
议高校学者在更多参与的同时，
能够不断提升从业者的基础研
究能力和评估总结，以使得公益
行业发展经验能够得以累积和
传承。

卢磊/文

民政部培训中心双师型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