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慈善组织的信息主要是通过征信录披露的。 征信录是当时的年度事业报告书和
财务报告书的统称，二者编制在一起。 所谓征信，是慈善机构接受外界的捐款捐物

后，要如实将数目公布出来，以求取信于人。 传统的做法是印成小册子，这就是‘征信录’。 内
容除了刊载相关章程和事件经过外，捐献者、捐献数目以及所有支出的内容，都要记述清楚，
目的是让社会各界放心，也激发人们再踊跃捐献。 征信录是当时通用的信息披露载体，不仅
用在慈善事业上，其它组织也同样采用。

清代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机制包括三个部分：信息生成制度、信息披露方式、信息披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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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生成制度

日计账。 善堂日用食杂，要
共同采购，董事和司事不得私自
采买。 当日采购完毕后，立即登
记账簿，要逐日核算汇总。 如苏
州清节堂规定：“本堂设立董事
一位，司事四位，常川照应，不得
在堂宴会。 日需食物，公同议买，
当即注簿，逐日核算结总。 凡公
事出入公同知会， 不得私自专
主。 ”上海清节堂规定：“（本堂设
立）正账一人，专管银钱收支，按
日誊簿，交董核对，按月结总，年
终将进出各项统计数目汇刊征
信录分送，俾众咸知。 ”

月报的生成。 每月月终，司
账（财务人员）将本月收、支、余
情况编成报表，一式多份。 为了
保证月报信息的真实完整，善堂
建立了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即钱
账分开，司堂负责收钱，司年负
责管钱，司账负责管账。 在收到
地租、房租、存典生息的利息、捐
款等各类收入时，司堂会同司月
填制三联收据， 盖上堂中图记，
一联付租户或善士收执，一联付
司年存查，一联存堂中核对。 收
到银钱后交给司年存贮。 每月的
十五日和最后一天，司月到堂将
内司堂、外司堂的辛俸，乳妪等
的工钱， 以及柴米等日用支出，
出具联票，注明用途，向司年处
领取，发放完毕后，登明簿册。 每
月底， 司月同司堂将该月接收、
送出的婴孩数量和资金收支数
量， 逐条详细地记入四个账本。
一本存在堂内，在与下月司月交
接工作时， 交给下月的司月，以
实现每月司事之间的相互制衡
和监督；一本在神前焚化，送给
神看，接受神的监督；一本送县
存案，接受知县监督；一本交本
堂司年查核。 由此可见，善堂内
部建立了三种监督机制：一是管
钱的与用钱的人分开，由司年管
钱，司事和司堂花钱。 二是相邻
月份两个司月之间的互相监督。
三是由司年对司月的收支行为
进行监督。

年报的生成。 每月的财务数
据都要经过上述处理过程，以约
束善堂管理者的行为，并取得人
们的信任。 年终的财务监督是类
似的。 每年年底，司年到期，将一
年内各月接收、送出婴孩数目和
经费数目汇总结算，刊刻年度业
务和财务报告。 一本送捐助各善

士，一本在神前焚化，一本送县
备查。 在月报、季报和年报三者
中，可以说年报是编制的重点。

并不是每个善堂都需要做日
计账，但月报一般都是要做的，月
报汇总后形成年报。 在月报和年
报之间，有的善堂还编制季报。如
平湖县内的善堂，司岁将收进、发
放的款物分别管、收，按季编造征
信录。至前任和新任工作交接后，
则将一年收支情况编造四柱册，
在“实在”项下备开款目。

慈善组织设置的账本不仅记
录财务收支情况， 而且记录救助
对象的进出情况。 为了便于编制
报告， 有的善堂设置了非常详细
的清册。 苏州清节堂章程规定的
堂内设置的清册多达 11种。有两
个账本，收银钱大账簿一本，支银
钱大账簿一本；设柴、米、油、盐、
茶、菜收支簿各一本，计有六本；
设孀妇幼子女在堂添补衣裳清册
一部；设各孀妇登记簿一本，上面
记载孀妇入堂年月日期、年貌、门
氏、有无子女，及故夫及保举人姓
名清册一本， 有病故或滋事出堂
者，即在各名下注销；设病故孀妇
清册一本， 记载病故孀妇埋葬的
时间、山向。这些账本完整地记载
了善堂内吃、穿、用和救助对象的
详细情况， 为编制月度报告和年
度报告提供了依据。 松江府育婴
堂， 专门设置司籍一职， 常住堂
内，专门管理堂内的簿册。该堂关
于业务性的账册就有五本， 其中
有收婴册一本，注明字号、性别、
生辰八字、收到日期、面貌特征，
以便检查； 继婴册一本， 注明字
号，收养人的详细住址，收养后被
收养的婴孩的身份（子女还是养
媳），地保姓名，邻保姓名，领养日
期，以便访查；殇婴册一本，注明
字号，性别，开始生病的时间，治
疗医生的姓名、治疗次数、病故日

期，以视对婴命的重视；婴衣册一
本，注明每婴衣服、夏帐、絮被、尿
布等各项，以便更换添补；乳粮册
一本，注明字号，乳妇姓氏、住址，
注明堂内乳妇入堂日期或堂外乳
妇领养弃婴的日期， 还要注明保
举人的姓名，以便给发月粮。由这
些册籍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每
本都与慈善业务密切相关， 是保
证慈善业务正常开展的手段。 根
据这五本的明细记录， 可以很方
便地编制月报和年度征信录。

信息披露方式

慈善组织利害相关者最关
心慈善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和
业务状况，他们想了解资金使用
中有无贪污、挪用、浪费行为，慈
善组织的服务是否令他们满意，
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是否救助了
最应该救助的人……这就要求
慈善组织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清
代规模不同的慈善组织之间信
息披露的方式略有差异。 小规模
的慈善组织如清代前期的善会，
只把业务和财务信息书写在纸
上张贴或分送。 而规模较大的善
堂或善会则通过编刻、分送征信
录来向公众和政府披露业务及
财务信息。

善会是由会友组成的，会友
共同推举十二名品行端正、料理
精明者为会首，每月轮流主持事
务，会友定期集会，在集会时缴
纳会费。 明末的无锡同善会每季
集会一次，一年举行四次集会，2
月 15 日、5 月 15 日、8 月 15 日、
11 月 15 日是集会日。 在这一天，
会友来到会所， 当众缴纳会资。
会后五日内发放善款。 该季募捐
和发放工作结束后，会首即将捐
助者的姓名、 字号及其捐助数
额，该季发放数目，用公费编刻

会籍传送会友。 枫泾同善会每月
十六日发放善款，实施救助。 月
终将各项收发数目誊写在纸上，
贴于公所。 年底董事另誊本年收
发总册，等到元宵节时，邀请会
友集合，当着众人的面，董事将
收发总册在神座前焚化，送给神
看。 并于该日盘查这一年内的账
目，包括上年结余数、本年新收
数、本年开支数、本年结余数，查
清后交卸本年司年之职。

善堂实行院内收养办法，管
理制度较善会复杂，业务和财务
报告也较善会完备。 清代前期的
善堂已经开始编制业务报告和
财务报告，如康熙年间的杭州育
婴堂每年年底将婴儿收养、出堂
情况和钱粮收支结余情况汇总
编成报告书，向公众公开育婴堂
的运营信息， 并将其送给官府，
接受官府的监管。 当时的善堂经
营者已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编
制业务报告和财务报告的价值，
一是“见本堂至公为善之意”，一
是“启将来众姓乐助之诚”，即表
明本善堂是本着公心来从事慈
善事业的， 借此取得公众的信
任，激发公众捐款的热情。 在清
代中后期，刊刻征信录向公众公
开业务和收支情况成为善堂比
较普遍的做法。 另外，为了约束
征信录编制者的行为，增加捐款
人对征信录的信任，征信录的封
面上要大书类似“如有怀私，难
逃天谴”的字样。

不同规模的慈善组织信息
披露方式的差异部分源于它们
的经济实力。 如小规模的善会，
由于经费不充裕，只能举办院外
救助， 当善会拥有足够的资金
后，他们就会建造房屋，变成善
堂，实行院内救助。 编刻征信录
需要花费很多资金，这对于规模
小、经费有限的善会而言是一个

重担，因此，他们只能采取把账
目誊录在纸上张贴或分送给捐
款人的办法向公众公开信息。 而
规模大的善堂经营更加正规，需
要向政府、公众等主体报送业务
和财务报告，他们列有专门的用
于编刻征信录的经费项目，本年
编刻征信录的费用在下年征信
录中反映。

信息披露原则

清代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
须符合准确性、及时性、全面性
三个原则，如有违反，编制者和
管理者将会受到惩罚。

为了保证披露的信息准确
无误，清代慈善组织在编制财务
报告前的工作环节就加强了财
务安全性的管理，在财务收支和
资金管理方面作出了限制性规
定。 在财务收支方面，规定司岁
应当在其任期内将所有的欠款
和佃户拖欠的稻租收回，结清当
年所有的粮额租欠， 以免推诿。
还应该把应上交国家的税款纳
完， 之后才能与继任者交接册
籍。 如出现款物欠少情形，新司
岁查出后便禀报给官府，并向前
届司岁追补。 在资金管理方面，
善堂的资金不准私自借与他人。
堂中经费也不准董事自己暂借
挪用。 如遇有抽丰婚丧等事，各
董自行致送， 概不准从善堂出
账。 董事来堂时的跟役、轿夫费
用均由董事自己负责，不得从善
堂开支。 善堂工作人员的薪金亦
不准预支， 如苏州清节堂规定，
本堂司事四位，每位每月辛资钱
三千文，遇闰照支，按月同发，不
得透支预领。

对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要求，
目的在于方便社会各界及时监
督。司岁每年交接工作之后，即行
汇刊征信录。如月报逾旬、信录逾
时，即将司账辞退，以便按时核实
账目。 因为到了年终如果征信录
不能及时公布， 会招来公众对善
款安全性的议论， 影响善堂的声
誉。枫泾同善会馆在咸丰八、九两
年就遇到了这种问题， 当时征信
录的清册已经编制完毕并交给了
刻板印书商， 但因刻板印书商拖
延日久，一直未能印刷出来，结果
导致“外间啧有烦言”。

在信息披露时， 须将慈善组
织内所有的财产、捐赠款物、支出
项目列入， 如有捐赠未列入征信
录， 查明属贪污造成的将由官府
给予惩治， 这是保证慈善组织财
产和捐款安全的需要。 1906年 11
月 3日，《申报》 上刊登的一则消
息“松府批斥衍善堂征信录之不
实”，提到了上海县闵行镇衍善堂
将李祖佑捐钱 1000 千文未编入
征信录一事的处理情况， 知府要
求对十多年前的这一未结案件进
行复查。如查清是董事侵吞公款，
他们将会受到官府的严厉惩治。

（据《辽东学院学报》）

■ 张祖平

配肇善堂手写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