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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倒闭现象普遍

在北京街头，慈善超市的招
牌是统一的红黄相间格式，并会
标注有“社会捐赠接收”的字样。

日前，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北
京有多家慈善超市已经倒闭，还有
部分慈善超市存在不规范的情况。

按照规定， 慈善超市应该具
备接受捐赠和救助困难群体的功
能，应该配备标准化捐款箱、捐物
箱， 为持有低保证和老年卡等需
要救助的对象提供商品折扣。

而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慈善
超市的基本功能并不健全。 在一
家慈善超市里，店内虽然按照规
定设立了捐款箱和旧衣物捐赠
箱，但是都被货柜挡住了。

在另一家慈善超市， 记者发
现在半小时内进店的客人不足十
人，店员称“现在生意非常难做”。

记者在某家慈善超市周边
走访发现，很多居民都不了解慈
善超市，没有在慈善超市买过东
西，甚至没有听说过慈善超市。

而且，已经倒闭的超市还有
很多存在欠薪的情况。 北京市朝
阳区慈善超市前员工盛英说：
“后来都发不下工资， 差我们 8
个月的工资。（店里）有欠 1 万多
的，有欠 4 万多的。 ”

广州：门庭冷落

目前，广州的慈善超市共有

30 多家。越秀区慈善捐助超市坐
落在广州越秀区光塔路，于 2003
年 7 月设立。

据《广州市越秀区慈善捐助
超市管理办法》规定，凡拥有越
秀区户籍，持有“广州市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
“广州市低收入困难家庭证”的
困难群体领取积分后，可以在慈
善超市内兑换所需商品。

近日上午 10 点， 记者走进
该慈善超市时， 只看到一名顾
客。 他停在摆放着大米的货架
前，正在仔细挑选。

“低保户嘛，一年只有 120
分，相当于 120 元，得好好挑才
行。 ”梁大伯告诉记者，因为家住
得远， 他每年也就来超市两三
次。 相比市场上的超市，慈善超
市的东西虽然便宜一些，但超市
内的品种相对还是较少，梁大伯
希望慈善超市能够多提供一些
日用品。

临近中午， 广州荔湾区华林
街兴贤坊的 8家以慈善命名的商
铺依旧照常经营。 尽管店铺前的
人流不少， 但进入店铺进行消费
的顾客却并不多。 记者走进慈善
粮油店时，未见到有人在购买。

而更多的慈善超市则已经
撤掉了店面，只剩下一个仓库留
作物资存放点。 梅花村街共和西
社区中心的慈善超市就藏身于
社区中心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
仅从外表来看，旁人很难判断出
这个不足 10 平方米的房间是一

个超市，只有办公室门前挂着的
“慈善超市” 招牌还暗示着它的
身份。

无法盈利，大多依赖地方

在国外， 慈善超市一般由独
立的慈善组织运营， 服务对象为
社区所有居民。然而，记者调查发
现， 广州慈善超市在超市经营管
理方面，或多或少都会加入；超市
的物资来源也多为拨款和企业捐
赠，个人捐赠的比例较低。

越秀区的慈善捐助超市就
是其中之一。 该超市由政府监
管，慈善组织运营，店面免费提
供，水电等各类开销则由越秀区
慈善会负责。 光塔路和华林街的
慈善超市负责人均表示，现在超
市服务的对象主要为社区内低
保户及低收入家庭。 中山大学社
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杨
永娇认为，慈善超市绝不仅仅是
困难市民的专属，而应该是向社
区内所有人开放的场所。

记者了解到，目前慈善超市
提供的主要为大米、油、面等生
活必需品。 标价则根据货品的市
价进行调整， 当货源充足时，价
格可能仅为市场的 50%，价格最
高时也要低于市场价格，约为原
价的 9 折。 因此，超市本身几乎
不盈利。

据越秀区慈善会工作人员
介绍，该慈善超市每年发放给困
难群众的物资总值近 100 万元，

其中 10 万元来自公益金，87.5%
来自企业和社会团体捐赠，个人
捐赠仅占 2.5%。

也就是说，慈善超市名为超
市，但大多只有慈善功能，没法
为自身积累慈善“资本”。 当外界
物资得不到补充时，慈善超市的
东西越来越少， 最后就无物可
发，不得不停业。 杨永娇认为，现
有大部分的慈善超市都依赖而
活。“如果支持，它就会存活;如果
放手，它就慢慢经营不下去了。 ”

此外， 身份尴尬也困扰着
慈善超市。 一位民政系统的官
员曾说， 慈善超市多为非营利
性机构的下设单位， 用民政局
的拨款采购物资， 发放给困难
群众，“这是社区组织， 难道还
要进行工商登记？ ”然而，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杨团并不这么认为。 她
说， 不盈利的慈善超市确实发
挥了社区互助的作用， 但无法
盘活社区。 因此，慈善超市必须
盈利，否则无法持续。

扎根社区，才能“造血”

那么，慈善超市应该如何转
型，如何完成自我“造血”呢？

杨永娇认为，除了政策上给
予松绑， 明确慈善超市的定位、
解决慈善超市的身份尴尬问题
之外，慈善超市自身还需要扎根
社区。

一些慈善超市正在尝试。 华
林街慈善超市采取的是“引导、
社会扶持、各方参与、街道管理”
的运行模式，通过将慈善超市门
店出租，用租金来维持社区内贫
困户的物资购买发放。

广州华林街道的社工负责
人告诉记者，慈善超市设在一楼
（二楼为慈善服务之家）， 分为 8
间店铺。“物资都是店铺自行采
购， 与超市的运作模式差别不
大。 ”除了前期改造投入约 40 万
元外，不需要再像往常一样对超
市进行补贴。 这些店铺每间的租
金约为每月 3000 元，扣除管理成

本后， 获得的纯利润每月可达
6000 元~8000 元。 这些资金在经
过街道统筹后，将对社区内困难
人群 400 余人进行平均发放，每
个帮扶对象每月会得到 40 元左
右的消费券。

与越秀区捐助超市有所不
同的是，该慈善超市面向的是整
个社区，服务的对象并不局限于
困难人群。 慈善粮油店的老板邱
先生告诉记者，当地居民也可以
来慈善超市买东西，而且要多于
拿券购买的居民。“如果只面向
困难群众，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
盈利的。 ”

立足社区， 资金从居民中
来，又回到居民中去。 这是华林
街慈善超市运作的成功之道。

广州海珠区凤阳街的慈善
超市亦打造出自己的一条慈善
新道路。 该超市的管理机构凤阳
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
介绍，超市原来设有店面，由于
经营不善而且成本较高，店面撤
掉而将物资存放到一个 20 平方
米左右的仓库中。

为了匹配供需，畅通“捐赠出
口”，该中心在探访相关人群时会
了解低收低保、残障人士、孤寡长
者等特定人群的需求， 将物品有
针对性地派发。 据统计， 仅 2016
年上半年， 凤阳街家综中心就派
发价值 4.4 万多元的物品 1793
件，服务家庭共计 2064 户。 而这
要归功于凤阳街慈善超市的“捐
赠入口” 越来越多样化， 不少企
业、居民都加入到捐赠行列中。

针对这两起案例，杨永娇认
为，慈善超市的培育一定要基于
不同社区的需求，不能无差异化
地全面铺开。

2016 年 8 月，广东省民政厅
在慈善法实施之际曾提出，“将
加快慈善超市的创新发展，加快
慈善超市的建设步伐，2020 年完
成一县（区）至少有一家慈善超
市的目标”。

慈善超市如何与社区共融，
依然在探索前进的路上。

（据《工人日报》等）

慈善超市如何有善又有市？

五年间全国慈善超市缩减 65%
2003年5 月，中国第一家慈善超市在上海镇宁路开业。 至今，中国拥有的慈善超市超过

9000 家。
慈善超市不仅具备一般超市功能 ，还有向特困家庭出售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 、接受社会

捐赠等福利功能 。在我国 ，对慈善超市一向扶持有加 。不少慈善超市坐拥繁华地段 ，享有拨款 ，并
且时常能获得 、企业学校等机构的捐赠和订单 。 但一项调查显示 ，超过六成网友没有慈善超市购
物的经历 。

在经历了十余年发展后，由于定位不清、“造血”功能薄弱、身份尴尬等原因，我国多地慈善超市
门庭冷却、勉强支撑，甚至很多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门。

专家指出，慈善超市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商业运营和慈善救助无法同时兼顾的情况。 一方
面是运营主体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寻找合适的
慈善超市运营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