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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

卢磊/文

民政部培训中心双师型讲师

� �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面
临着诸多问题， 其中有个根本
性问题， 即公益慈善专业人才
短缺， 这是公益慈善领域的行
业共识。 系统性专业人才培养
需要有意识、 有规划地增设与
发展公益慈善专业、 社会组织
管理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以
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为根本着
力点， 破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的新老问题与主要困境， 助推
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对于公
益慈善学历教育的发展， 笔者
认为有如下要点：

一是应全面搭建公益慈善
专业学历教育体系 。

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社会
组织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发展现
状相比，公益慈善学科创立和专
业建设显得十分缓慢或严重滞
后。当前可查的明确设立有公益
慈善事业管理专业的院校共计
三所， 且均为高等职业院校，专
业开设时间也还都比较短，力量
显得较为薄弱。还有部分本科院
校通过巧设名目等方式在相关
专业内设置公益慈善或社会组
织方向，但并非以专业或学科立

身，招生规模也都比较有限。 同
时，也有部分高校在研究生阶段
的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设
立公益慈善或社会组织相关方
向。 整体来看，当前的公益慈善
专业教育还显得十分弱小和散
漫，师资力量也十分短缺，专业
教育和学科建设共同体远未形
成， 与行业人才需求形成了强
烈的反差。 因此，依托学历教育
解决人才培养和输送问题的关
键在于构建起公益慈善专业学
历教育体系， 以切实解决长期
制约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专业
人才问题。

二是要充分重视公益慈善
价值理念教育和专业实践教育。

我们应在充分借鉴和反思
国内外公益慈善及其相关专业
学历教育的成功经验和突出软
肋的基础上， 聚合高等院校、公
益慈善行业、教育部门和民政部
门的多元力量，结合中华传统公
益文化和现代公益慈善价值理
念， 用心做好专业价值理念教
育，让其在学习者内心扎根并转
化为具体行动，进而逐步形成新

时代公益慈善文化。 同时，高等
院校应积极主动地与各类公益
慈善组织、 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相关政府部门紧密联动， 构建
丰富的多层次的公益慈善专业
实践教育体系， 具体做法包括
邀请经验丰富的行业管理人才
和实务人才开设系列性公益慈
善专业讲座或专题工作坊、学
期内专题类实习实训和假期集
中式专业实习、 系列代表性公
益慈善组织实地访学、 引入实
践导师持续陪伴成长、 开办各
类公益慈善专业大赛（如公益项
目设计大赛）等。

三是应积极推进公益慈善
和社会组织相关的职业评价和
职业认定工作 。

2015 年修订的职业大典将
社团会员管理员和劝募员纳入
了其中， 两个职业在大典中归
属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很显然这个职业层次偏
低， 不符合新时代公益慈善发
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需
要。 因此，本文倡议公益慈善行
业组织、 相关高等院校应积极

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 民政部门大力支持设立公
益项目管理师、 社会团体会员
管理师和公益劝募师等相关职
业， 并将其纳入专业技术人员
序列。 未来如能开启公益慈善
相关的职业评价和认定工作，
将能够大大地吸引更多人投身
公益慈善事业， 也能够为学习
公益慈善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
较好的职业发展保障。 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 任何职业的有序
发展都需要专业教育和人才培
养作为基石和铺垫， 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是公益慈善事业持续
发展的核心和根基。

总而言之， 我国公益慈善
事业发展的高质量发展和长远
持续发展， 需要一批又一批具
备良好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
职业化、专业化人才，这就需要
大力支持高等院校发展公益慈
善专业教育和培养公益慈善专
业人才。 反过来，有了体系化的
人才培养和职业进程的不断推
进， 才能持续不断地输出专业
人才，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也就
有了更充足的人才保障。

发展公益慈善学历教育的几点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及推
进 ， 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外
NGO）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的
作用日趋增强。 目前，在我国境
内长期活动的境外 NGO 数量达
到 1000 多个， 其业务活动涵盖
儿童福利、 灾难预防和救助、教
育、环境、健康、社会组织发展与
能力建设等诸多领域。 然而，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
台多部相关法规政策，但一直未
能涵盖所有的在华境外 NGO，
也未能实施统一的境外 NGO 登
记管理制度。

鉴于在华境外 NGO 与日
俱增的社会影响、 相关政策法
规的缺失以及少数境外 NGO
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
成的威胁， 我国政府果断放弃
长期秉持的“不承认、不取缔、
不接触”的“三不”政策，于 2016
年 4 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
法》（以下简称“境外 NGO 管
理法”），从登记与备案、活动规
范、便利措施、监督管理、法律
责任等方面入手， 成功构建全
面系统的境外 NGO 管 理体
系， 引起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
注。 根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
服务平台” 的统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已有 511 个境
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依法登
记，临时活动备案 2442 项。 本

文拟探讨法律的实施对境外
NGO 管理会产生何种效应。

第一， 增强了境外 NGO 的
公信力。 根据境外 NGO 管理法
的规定， 境外 NGO 在中国境内
开展活动，应当依法登记设立代
表机构。 此外，未登记设立代表
机构需要在中国境内开展临时
活动的，也应当依法备案。 换言
之， 如果境外 NGO 未登记设立
代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
案，则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或者
变相开展活动，不得委托、资助
或者变相委托、资助中国境内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开展
活动。 在笔者的实地调研走访
中，很多依法登记设立代表机构
的在华境外 NGO 均表示， 依法
登记后大大增强了境外 NGO 的
社会公信力，吸引了更多的潜在
合作伙伴，并更为顺畅地开展自
身业务。

第二 ，为境外 NGO 提供了
便利和服务 。 境外 NGO 管理
法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应该为境外 NGO 在中国境
内依法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便
利和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 关 部 门 应 该 依 法 为 境 外
NGO 提供政策咨询、活动指导
服务。 笔者在对那些成功依法
登 记 设 立 代 表 机 构 的 境 外
NGO 的访谈中了解到，它们登
记注册之后的日程运作过程

中， 确实享受了政府相关部门
提供的便利和服务。 例如，以提
供众筹平台及相关能力培训为
主要业务的“全球赠与基金会”
在登记注册过程中， 一时难以
找到合适的业务主管单位。 为
此，当地的登记管理机关（公安
机关）获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与
其进行联系和沟通， 并将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介绍给这家
机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最后
使其顺利完成登记注册手续。
又如，在“全球赠与基金会”开
展活动过程中， 当地的登记管
理机关不仅对其在辖区内的业
务活动提供支持， 也对其外地
的活动业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
助和服务。

第三， 为境外 NGO 寻求问
题解决提供了途径。 依法登记设
立代表机构的境外 NGO 在日常
运作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 为
此，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公安机
关境外 NGO 管理办公室设立专
门的协调机制， 随时接受境外
NGO 的咨询并及时提供解决方
案。 无论是资金问题，还是银行
转账所需文件问题，抑或活动的
变更和延期问题，登记管理机关
基本做到有求必应。 此外，当境
外 NGO 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沟通
遇到阻碍时，登记管理机关积极
地出面协调和对接，从而推动问
题得到及时解决。

第四， 强化了境外 NGO 与
政府部门之间的对话和沟通。 境
外 NGO 管理法实施后， 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建立了
多层次、 多维度的沟通渠道，强
化了境外 NGO 与政府部门的对
话和沟通。例如，境外 NGO 在日
常运营的过程中将相关文件交
至业务主管单位审核之后，通过
书面形式在指定的网络系统里
向登记管理机关递交，从而形成
一套境外 NGO 与政府部门之间
极为顺畅的书面沟通程序。 又
如，在提交年度报告、年度计划、
年度变更以及一些重大事项等
关键节点时期，登记管理机关会
采取面对面的座谈会方式，与境
外 NGO 进行沟通和交流。此外，
登记管理机关还采用点对点的
微信交流方式， 使境外 NGO 可
以随时找到所需对接的人。

当然，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也
发现法律实施面临的一些问题，
例如业务主管单位划分仍不够
全面、登记管理机关内部职能不
够明晰、相关政府部门对法律条
文的解读存在不一致等。 此外，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华境
外 NGO 的发展高峰已在法律实
施之前结束， 许多境外 NGO 在
我国开展的活动或项目已告一
段落，从而迫使它们重新思考是
否需要在新法律时代继续在中
国开展活动或项目。 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应该在立足法律规定的
基础上， 为境外 NGO 在登记和
备案、日常监管以及指导服务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灵活机动
的解决方案 ， 努力消除境外
NGO 在门槛准入、 监督管理以
及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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