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大学治理现代化中心主任、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潘修华
顾 萍

/文

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不仅要求社会具备一定的公共性，而且要求社会公共性
从传统一元形态向现代多元形态转型。 在此等情势下，因天然具备非营利性、志

愿性等属性，社会组织之社会公共性建设的参与角色凸显出来。而这就要求社会组织自身
拥有较强的公共性，因为只有自身拥有较强的公共性，它才能辐射社会以公共性。 对社会
组织而言，其公共性是指自身公共关切与公共参与的活跃度。 现阶段，社会组织提升民众
公共意识，促进民众公共参与的作用发挥并不显著，因此可认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偏弱。
这不仅限制了社会组织增强其成员公共意识的作用发挥， 还阻碍了其面向社会辐射公共
性的能力提升，不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开展。 因此，须分析当前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
过程中存在的困局，并探索化解之道，为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智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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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困
局分析

（一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
完善，影响自身公共性成长

内部治理是影响社会组织
公共性成长的基础变量。 现阶
段，一些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完
善，影响自身公共性成长。 第一，
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 一方面，
民主决策程序不完善，在组织成
员参与决策过程中，常常出现理
事长、秘书长等“一言决之”的现
象；另一方面，民主决策参与渠
道设置不够，造成参与事务执行
的成员多，而参与事务决策的成
员少。 这既弱化了组织决策的民
主性，也阻滞了成员民主决策意
识与能力的提升。 第二，执行机
制不完善。 一方面，组织内部信
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导致成员对
组织发展动态、财务运行等信息
知晓度较低；另一方面，财务运
作机制不完善，导致组织难以高
效利用财务资源、 防范财务危
机。 这既不利于组织的廉洁建
设，也不利于组织公共性的持续
成长。第三，监督机制不完善。一
方面，一些组织内部未设立监事
会或监事，组织内部监督功能不
彰；另一方面，一些组织成员自
我约束意识不强， 自我约束不
力。 这既不利于其公共性的成
长，也不利于其公共性辐射作用
的发挥。

（二 ）制度环境影响社会组
织公共性多样性、均衡性成长

制度环境是影响社会组织
公共性成长的重要因素。 当前社
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虽在逐

步改善，但仍有不足，影响了社
会组织公共性的多样性、均衡性
成长。 第一，从管理维度来看，社
会组织处于“选择性发展”的制
度环境中。 为增加公共产品供
给，政府鼓励公共服务类社会组
织发展。 这使社会组织获得了发
展空间，数量迅速增长，但也造
成了社会组织异质性不够：具备
利益表达、利益维护功能的社会
组织较少，从而在类型上阻滞了
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多样性成长。
第二，从支持维度来看，社会组
织处于“选择性支持”的制度环
境中。 一方面，基于规避风险的
考量，政府倾向于支持社会组织
的公共服务供给功能发挥，而忽
视或限制其公共言论生产功能
发挥。 因此社会组织发挥公共言
论生产功能的制度化渠道较少，
空间较小，从功能上造成其公共
性成长不均衡。 另一方面，政府
为保障服务供给效益，倾向于选
择已登记注册、发展态势较好的
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可能会
导致未登记注册、处于起步阶段
的社会组织资源不足，公共性成
长缓慢，造成组织间公共性成长
不均衡。

（三 ）熟人文化抑制社会组
织公共性成长

现阶段社会组织内混杂着
熟人文化、利他文化、法治文化
等，而其中，熟人文化比较盛行。
熟人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
以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为纽
带而形成的文化类型。 这种文化
抑制了组织成员公共价值的形
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部分社会组织成员公共利益观
念缺失。 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多是
为了满足“自我”、“熟人” 的利
益，而非公共利益。 第二，部分社
会组织成员公共规范观念淡薄。
他们对熟人有着“深切”的信任
感，不自觉地忽视熟人网络中成
员营私舞弊，私吞公共资源的行
为。 第三，部分社会组织成员公
共参与观念淡漠。 他们习惯编织
熟人网络，并通过熟人网络汲取
资源，推动活动开展，而不是通
过行动网络激发民众参与热情，
推动活动开展。 这样，在熟人文
化的影响下，社会组织在自治与
公共参与中的“公共性收益”较
低，影响了自身公共性成长。

二、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困
局的破解对策

（一）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
社会组织应完善内部治理，

保障自身公共性成长。 第一，完
善内部决策机制。 一方面，组织
应完善民主决策程序，严格执行
发言、讨论、投票表决等程序，提
升决策的民主性； 另一方面，组
织应拓宽内部事务决策的渠道，
广泛吸纳成员参与组织决策，提
升其民主决策意识与能力。 第
二，完善内部执行机制。 一方面，
组织应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便于
成员知晓组织发展动态、活动开
支，从而提升内部事务的成员参
与度，增强组织价值认同与组织
凝聚力；另一方面，组织应改善
财务运作机制， 包括筹资机制、
投资风险规避机制、财务收支平
衡机制等， 以高效使用财务资

源，增强自身应对财务危机的能
力， 保障自身公共性可持续成
长。第三，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一
方面，组织应建立监事会或设立
监事，并发挥其作用，防范熟人
网络中乱作为、不作为行为的发
生；另一方面，组织应强化成员
的规范意识，鼓励他们规范自身
行为，规避熟人文化对自身的消
极影响。

（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调整相关法规、政策，为社

会组织公共性多样性、均衡性成
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一，
推动“选择性发展”制度环境逐
渐转变为“全面性发展”制度环
境。 调整双重管理制度，将利益
表达与维护类社会组织纳入常
态化、法制化发展轨道。 为防范
风险，对利益表达与维护类社会
组织继续实行双重管理制度是
必要的。 问题是现在登记注册的
条件使它们很难获得合法身份，
很难进入制度监管的范围。 这实
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不视与放
任，隐患比较大。 要更新管理理
念，改变思路，在坚持双重管理
制度的基础上，为利益表达与维
护类社会组织牵线搭桥，联系业
务指导单位，方便它们进入体制
内，获得合法身份，这样既便于
监管， 也能规范和促进它们发
展。 第二，从“选择性支持”政策
逐渐转向“协调性支持”政策。 一
方面，应逐渐拓宽社会组织发挥
公共言论生产功能的制度化渠
道和空间，促进其公共性功能均
衡发育；另一方面，应逐渐调整
购买服务政策，大力支持未登记

注册、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社会
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项目，为缩
小组织间公共性差距创造一定
的条件。

（三 ）健全社会组织的外部
监督机制

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性，仅完
善组织内部治理、调适法规与政
策不够，还应健全组织的外部监
督机制。 这不仅可抑制熟人文化
的“副作用”，还可促进社会组织
公共行为规范化、廉洁化。 第一，
健全政府、社区、公众、第三方机
构等主体构成的监督体系，形成
监督网络，全方位监督社会组织
的行为。 第二，架构项目监督、过
程性监督、年度监督等构成的复
合式监督体系，对社会组织公共
性成长过程进行追踪式监督。 第
三， 完善线上线下监督平台，拓
展监督渠道，为多元主体监督社
会组织的行为提供便利。 综合观
之，完善主体多元、渠道多元的
外部监督机制，可规范社会组织
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社
会组织熟人文化的“副作用”，助
力其公共性成长。

三、结语
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对社

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重
要作用。 然而，因“内部治理、制
度环境、熟人文化”等带来的消
极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公共性成
长缓慢。 对此，我们提出采取“完
善内部治理、 改善制度环境、健
全外部监督机制”等措施，以期
破解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困局，
促进其公共性进一步成长。

� � 我们不仅将“提高数字化治
理水平” 写进了基金会发展战
略，还专门成立了数字资源管理
部门，配备专业人员力量，这在
国内基金会中也是首创。 可以
说，数字化已经渗透到基金会的
血液中。

《公益时报》：你如何评价基
金会等社会组织在诸如“世界红
十字日”“5·8 人道公益日” 等重
要社会议题中的作用？ 对机构和
行业发展来说，数字化最大的意
义是什么？

贝晓超 ：今年 5 月 8 日是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每年的红十
字日，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唤起
人们的人道主义意识，共同保护
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致力
于人类持久和平。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
织的今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生
命的宝贵、和平的珍贵，意识到
红十字工作者的责任。 中国红十
字会首次发起设立“5·8 人道公
益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红
十字组织积极参与，为世界红十
字日赋予新意；同时能充分发挥
搭平台、建机制、聚资源的作用，
充分动员社会资源，秉持自愿原
则，开放包容，让每一个有爱心
有善意的人都能亲身参与到第

三次分配中来。
我们希望数字化的力量能

够帮助传统项目顺利升级转型，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人道事业、
公益事业的期许。 我们也期待，
通过数字技术带来的改变，能够
将原来不了解公益行业的公众，
逐渐引导为关注并且为之行动
的同路人。

《公益时报》：谈到互联网筹
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怎么样
看待互联网公开募捐的？

贝晓超 ：数字化时代，每个
公民都是公益的监督员，一旦信
息发布滞后、不透明，便会受到
广大网友的质疑，也会损耗公益

行业的公信力。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中国

红十字会的重要一员。 近年来，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部署下，
我们着力向公众传播红十字精
神、红十字做了什么，在互联网
上讲好红十字故事， 全力打造
“救在” 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人道
守护。 借此，也反映出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在人道公益领域的努
力实践和不断探索。

这次“5·8 人道公益日”，我
们主动将红十字主责主业的项
目上线，在利用互联网筹款平台
实现资源动员结构优化的同时，
也是希望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技

术优势，实现公益项目全流程上
链，将项目的筹款、执行、效果完
整详实、大大方方地发布，让所
有人都能看到红十字做了什么、
在做什么、准备做什么，主动接
受所有人的监督和检查，做到公
开透明。

今年 5 月， 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还携手腾讯公益平台和公益机
构伙伴等，共同发起“互联网公益
公众监督行动”，倡导和推动社会
对互联网公募平台上的公益活动
和项目进行监督， 建立更合规的
互联网筹款环境， 增强公众的信
任度， 进一步助力公益慈善行业
长期、健康、高质量发展。

（上接 1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