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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木
——以社会政策领域为例
吕孝礼潘宇舟

［摘要】目前中国政府尚无法提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正逐步
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在我国尚处于初步探索阶

段，有必要学习扣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主要关注德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
公共服务的经验和教训。德国经验表明，单独依托政府无法在财力和质量监控上确保提供优
质公共服务；德国地区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财力上确保为国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从而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费保障；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更好地规范了非营利组织准入制度、
员工培训与管理，并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服务监督以提高服务质量。借鉴德国经验时也必须
意识到，德国的非营利组织广泛参与与其国家和社会所倡导的自治准则及非营利组织发展密
切相关。
［关键词】德国；非营利组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会资本；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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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府致力于消除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所

供公共服务。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

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

训，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本文主要以德

生活保障。然而，国家财政尚无法覆盖公共服务体系

国为例分析政府吸纳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社会政策类

中的全部政策领域，并惠及所有弱势群体。

公共服务的经验和教训。德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有别于

在国家尚无力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社会力量的

英美法意等国，后面几国更为强调公共服务的产业维

参与可以更好满足公众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

度，通常在所谓的“公用事业”（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ｉｔｉｌｉｔｉｅｓ）领域引

经将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上升成为国家战

入社会资本参与，而德国则更为注重提供公民基本生

略，然而如何让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在我

存所需。与英法等国历史上主要依靠公共部门提供公

国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我国目前仍存在社会参与所

共服务的传统不同，德国、意大利等国则更依靠非营利

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缺乏足够保障，基层政府因其无

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心儿列其中，意大利参与提供社

法提供相应服务而默许社会参与并缺乏合法授权等问

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以天主教会为主。在社会政策领

题。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故，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

域，德国拥有十分庞大的非营利组织参与其中，在非盈

争议。如河南省兰考县的孤儿和弃婴收养所火灾事

利组织参与的法律保障、准人流程等方面已形成了较

故。据统计２０１４年我国福利机构共发生７５起火灾，造

为成熟的制度规范。卜１

成２０人死亡。¨。

本文首先初步描述了德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历史渊

与我国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处于初级阶段

源，着重介绍非营利组织所起作用，接下来重点从组织

的国情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提

类型、资金获取渠道、员工培训体系、以及服务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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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监管等方面阐述德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

同来承担服务供给。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ｌ和２０１２年的统

特点，最后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面临

计数据表明非营利组织在大部分社会服务中起主导作
用，除医疗服务外，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占总量的

的挑战，并介绍德国为此所作出的改革进展。

６０％以上。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居于第二位。德国地

一、德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历史

方政府虽然也会参与提供部分公共服务，但主要是以

渊源
早在１９世纪，德国的工业化浪潮使得大量产业工

监管者的角色来保障居民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

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为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浪潮，德

德国，共计有大约１５０万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参与提供

国开始逐步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一体

各类公共服务。表２主要展示了非营利组织提供各类

系主要涵盖了医疗、养老、伤残、婴幼以及青少年教育

公共服务的能力及从业规模。

等五个方面，由非营利组织、私营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共
表１
总计

德国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方及服务提供量分布情况
非营利组织

百分比

床位／座位

百分比

８７，０４１

１７％

２４２，７６９

４８％

２２５，５５８

３１％

４９．６９１

７％

５，１１５

Ｏ％

３９７，６０１

３４％

２，３６７

４％

８，６００

１４％

藤位，整证

百分比

床位／座位

５０２。０２９

１７２，２１９

３４％

医疗４
养老６

７２３，２４９

４４８，０００

６２％

幼婴。

１，１７８，９０９

７７６，１９３

６６％

５２，２２４

８３％

儿童之家８

６３，１９１

资料来源：
ａ．２０１１年德国联邦政府健康报告（Ｂｅｔｔｅｎ

政府

私营部门

床位／座位

ｉｎ Ｋｒａｎ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ｍ ｕｎｄ Ｖｏｒｓｏｒｇｅ—ｏｄｅｒ

ｂ．德国联邦政府２０１１年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和当前服务能力情况报告（Ｂｅｆｉｃｈｔ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 ｔｉｂｅｒ ｄｉ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ｅｎ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ｒ ｐｆｌｅｇｅｆ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ｓｏｒｇ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第７７—７８页；
ｃ．主要包括２—８岁学前儿童，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出版的幼婴护理统计（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２０１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ｄｅｒ Ｋｉｎｄｅｒ ｕｎｄ Ｊｕｇｅｎｄｈｉｌｆｅ）的第１ＩＩ部分表４．３；
ｄ．主要包括孤儿、罪犯子女等，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出版的幼婴护理统计（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２０１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ｄｅｒ Ｋｉｎｄｅｒ ｕｎｄ Ｊｕｇｅｎｄｈｉ Ｈ：ｅ）的第１部分表５．７。
表２德国参与提供各类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能力及规模（单位：个）
床位
设施数量
全职员工

领域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兼职员工

医疗保健

８，４６２

２１７。０３０

２２２，４３５

１５２，４５１

青年培养

３８．０９２

２，０３２，７９０

１４６，０１８

１７９，９５５

家庭救助

７．２０１

６０，４４８

１６，０２９

４５，４７０

养老

１６，５２４

５４８，０７２

１５２，７５０

２４６，１６４

助残

１５，３６５

４９３，７０８

１２５，８１５

１６５，４９２

弱势群体救助

７，７８２

６０，４４９

１３，７６５

１３，９３６

其他

７，３２９。

２３４，５９３

２５，６２５

２２，２７９

公共服务培训设施

１，６３８

５１，９３５

６，０８６

７，５５９

总计

１０２，３９３

３，６９９，０２５

７０８，５２３

８３３，３０６

资料来源：２００８年联邦志愿者福利协会工作组统计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Ｒｅｐ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

德国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公共服务格局与其历史发

废止。战后，德国公众和盟军更倾向于重新使用自治

展密切相关。德国经济和社会治理强调的核心准则是

准则，所以自治准则很快在西德得以恢复。自治原则

自治。这主要是基于辅助性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所谓

于１９４９年写入德国宪法（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第２８章。

辅助性原则，是指所有事务都在尽可能低的行政层级

按照自治准则，德国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强调广泛

中来解决。早在１８０８年，普鲁士政府以及德国南部一

的社会参与。参与提供公务服务的组织负责具体事

些州已经开始采用地方自治的管理模式。自治准则除

务，而政府则主要负责制定法律框架和对服务质量进

了在德国三个政府行政层级（即联邦、州以及地方）内

行监管。德国的社会法典也明确鼓励非营利机构参与

部广泛使用之外，也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中广泛应

提供公共服务。∞３自治准则下地方政府将公共服务分

用。∞１击败拿破仑之后，德国政府改革主要是鼓励市民

成两大类：一类是志愿性质的服务，比如博物馆、公共

参与到地方政府决策中，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１９

澡堂以及剧场的服务；另一类是强制性的服务，如婴幼

世纪开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政府责任进一步扩大，

儿设施、青少年教育、房屋津贴等。此类服务在全国范

原来教会和善人承担的救济穷人工作逐步成为地方政

围内具有统一的服务标准。

府的职责。纳粹统治期间（１９３５—１９４５），自治准则被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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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原则的优点在于地方政府可在属地范围内处
１４ｌ

固蝴氟骢篝黑扮他山之石
理大部分公共事务。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地方官员和市

策（Ｆｉｓｃａｌ

民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优势，更易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地方政府税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通过地方政府

办法，参与并实施决策。然而，自治也会在府际关系和

间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确保各地都有足够的财力提

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自

供基本公共服务。＂ｏ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充分考虑了各州和各

治机构可能被某些利益群体主导进而导致经费他用而

除了财政上的转移支付之外，地方政府的行政首

忽略提供公共服务。另外，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长和地方议长也会遵照私法注册成立协会来交流成功

平的差异，自治会使整个州和国家层面缺乏共同标准。

经验，并通过结成的联盟与联邦政府进行协商以争取

考虑到自治带来的负面效果，德国鼓励增加决策机构

更多的资金。这些协会虽然没有法定的否决权，但是

透明度，增加对决策者违法行为的问责。为此，地方政

他们至少可以让联邦政府听到反对声音。

府必须公布所有账目报表，上级政府会对其进行审计
和监察。

（三）设立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准入条件
及质量监管措施

二、德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特点
（一）建立伞型组织，确保其法律地位，提高服务效
率及专业化水平

德国非营利组织并非仅仅参与慈善活动，同时也
参与地方政府核准的公共服务。以下将主要介绍德国
非营利组织参与政府核准的法定社会服务准入条件、

在联邦层面，德国早在１９２４年就已建立了六个伞
形组织（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用于协调公共服务领域
的非营利组织。伞形组织按其起源可以划分为政治团

政府对服务质量的监管。

德国的社会法典对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
做了四点总体规定：

体、社会运动组织以及宗教群体等。在这六个伞形组

一具备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必要能力和设施；

织中，有三个宗教性质的组织和一个政治类组织通过

一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率；

共同意识形态发展起来，与其自身的宗教或党派组织

一拥有当地地方政府所不具备的资金或者技术

紧密联系。福利均等化协会主要整合了分布在各地的
非营利组织，并非按照政治和宗教逻辑来开展服务，而

资产；
一确保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符合德国宪法准则。

更为强调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各伞型组织下的非营

除此之外，各地也通常会采取措施来确保服务质

利组织间定期分享经验、共享服务所需专业和法律

量和效率，包括：对非赢利机构的服务资质进行认定；

信息。

合同中有明确条款对服务质量作出规定；服务机构的

二战之后，出于提高效率和政治上增加话语权的
考量，六个伞形组织联合注册成为“联邦志愿福利协
会”（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ｂｅｉｔ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ｅｎ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ｐ．

ｆｌｅｇｅ）。该协会囊括了各类非营利组织，并按照私法注
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资金主要来源于政
府补贴、会费、服务费和捐助等。
（二）法律规定经费保障可确保提供均等化公共
服务

自我监督措施等。
尽管资质认定因服务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
体上来讲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团队和员工自治水平，如有相关工作经验
员工的比重；
一服务设施的情况与标准：卫生状况、安全状况
（如防火）；
一资金管理和质量管理情况；

与其他国家大致相似，德国公共服务所需经费分

一服务对象的建议和反馈系统等。

别来自于联邦政府、地方税收及转移支付、对被服务者

核准开设新的公共服务设施通常需要至少三个月

征收费用、基金会捐助、会员费等渠道。其中，联邦政

时间。申请材料主要涵盖以下详细信息：设施开放时

府仅提供公共服务经费的基础部分。为保障各地之间

间、员工姓名地址、员工数量、设施使用说明、管理团队

均等化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德国联邦法律采取措施确

受教育情况及其从业历史，是否有与政府或者社会保

保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平等的生存条件，主要包括婴幼

险机构签订的服务合同等。无法满足要求的非营利组

教育和养老等社会服务、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工作机

织无法获得从业资格，或者运营过程中一些条件无法

会、生态与文化设施等（具体参见空间规划法案第２

满足要求，从业资格将被收回。通常收回资质不仅影

条）。此外，德国宪法第１０６章也明确规定了预留资金

Ⅱ向单个非营利组织，政府也会对整个伞形组织下的其

用于政府间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不仅仅是在中央政府

他非营利组织加强监管。德国这种松散的监管机制一

和地方政府间展开，也涵盖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再

直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政府也呼吁公众举报公共服务

分配。德国宪法第１０６和１０７条对各级政府不同税种

机构存在的问题。

的分配作了规定，同时也对最初分配之后的财政均等
化转移支付机制作了规定。再分配也是基于辅助性原

（四）建立从业资质准入制度及趋于标准化的教育
培训体系

则，地方政府同时需要匹配一定的财政补贴来配合完

以社会服务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通常是劳动密集

成。在横向再分配中，德国的财政均等化转移支付政

型，需要大量全职和兼职专业工作人员。据统计，德国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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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５００万志愿者（约占德国志愿者总数的１０％）从

助（大约是其工资的一半）。２０１２年６月，德国议会通

事与此相关的服务（参与到每一类公共服务中的员工

过长期护理保险新定位法案（ＰＮＧ），确定资助推出长

数量请参见表２）。所有从业人员需要取得资质后才能

期护理商业保险（Ｐｆｌｅｇｅ—Ｂａｈｒ Ｌａｗ）的公司，同时提高

参与提供相关服务。不具备资质的员工只能协助有资

保费（由原来的税前收入的２．０５％涨到２．３％）。按照

质的员工来开展业务。如果非营利组织雇佣未经培训

法律规定，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投保人每月至少支付

的员工提供公共服务，一经发现，员工的上级主管将会

１０欧元保费给长期护理商业保险承保公司，公司就可

为此承担责任。

以从政府获得５欧元资助。同时，新法律专门拨款３千

每个非营利组织负责雇佣其所需的员工。员工培

万欧元鼓励老人自己组建养老互助社区，居住在自组

训和教育工作主要由职业学校、大学和非营利组织自

织社区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２００欧元津贴。¨１

身来提供。培训标准更趋向于统一化。这些培训标准

（二）立法加强各参与方对养老服务的监督

主要涵盖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实习、培训者的准入标

德国鼓励各利益相关人监督养老服务质量。２０００

准、考核与发证等方面。一些大型非营利组织已经建

年前后，德国召开了一系列圆桌会议来探讨养老工作。

立了自己的培训中心（如表２所示），培训课程也需要

会议之后，新的法律法规更强调病人和外部机构对养

得到政府授权核准。

老机构的监督来提高服务质量。２００１年出台的养老机

三、德国非营利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服务面临的挑
战及近期变革：以养老服务为例
德国养老机构改革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那时德国

构法（德语Ｈｅｉｍｇｅｓｅｔｚ）赋予养老院病人参与监督的权
力。公共健康保险基金因其为老年人提供保险而成为

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服务行业的兴起为

养老服务的利益相关者，保险基金投放的绩效与养老
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品质密切相关，因此公共健康保险

整个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女性地位的提高使

基金作为第三方也强化其对养老机构服务的监督。

她们不再满足于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以往从事私人护
理服务的女性开始转向其他行业。同时整个德国社会
也正趋于老龄化，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

（三）细化服务标准，同时提高护工最低工资标准
养老机构法对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养老院房间和
床位标准作了具体规定。２００５年德国政府对这些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养老机构发生了一系列虐

进一步细化。社会法典ｘＩ第７ｌ条中对养老机构管理

待老人丑闻。在１９８９—２００５年发生的１４起丑闻中，有

人员和护工的从业资格也作了明确规定。经过长时间

１起造成了受害者直接死亡。这些虐待事件更多是给

的争论之后，２０１０年德国政府出台了养老从业人员最

受害者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长期影响。１９９２年，一位专

低工资标准。这一规定覆盖了８０万从业人员中的３／

业护理人员因其虐待１５位老人而被判入狱两年；２００４

４，但是教会和许多其他机构仍不在这一规定之列。

年，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Ｓｃｈｌｅｓｗｉｇ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州养

四、对中国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启示

老院的质量监控机构发现养老服务标准存在漏洞而使

对德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分析表明大量的公共服务

１

很多病人受到虐待。养老院的运营机构德国红十字会

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来实现。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发

在该州的负责人也因此被撤。这些丑闻使得德国社会

达国家，单纯依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也难以满足公众

重新思考地方政府该如何监管非营利机构。

的需求，也难以维持充足的经费保障提供高水平的

针对虐待老人事件的调查更多将原因归咎于护理

服务。

人员个体，认为他们缺乏专业训练或者个人行为不检。

德国经验表明资金的合理配置更有利于实现公共

后续调查表明这并非造成虐待丑闻的根本原因，非营

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及可持续化，其中两条措施值得我

利养老机构的管理层对员工监督不力，员工收入低并

们借鉴。一是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保障了国民可以均

超负荷工作均是造成丑闻的重要原因。

等化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比较适合我国广泛存在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改革的目标集中

的区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另一个是以

在解决养老资金短缺、提高从业人员工作积极性、并尝

长期护理保险为代表的保险制度一定程度上为公共服

试将养老责任转移到家庭成员身上，具体措施如下：

务供给了可持续性的经费保障。

（一）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并鼓励家庭和老人参与来
解决政府养老资金短缺问题

我们也需要看到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也

存在诸多挑战。德国在养老领域的最新变革也开始回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讨论，德国社会逐渐意识到为

归家庭，即鼓励亲属参与来照顾老人，在制度上给予相

养老事业提供优质服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德国开始

应保障。中国社会家庭观念更强，更易于发挥子女照

尽量将老年人安排在自己的住所居住，鼓励其家庭成

顾老人的亲情优势。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值得学

员来照顾老年人，同时提供尽可能多的医疗救护力量。

习借鉴，既可缓解子女因照顾老人而无法获得经济收

此外，德国１９９５年开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Ｇｅ卜

入的尴尬，也可保证老年人得到家人的精心照顾。

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ｄｅ

ＸＩ）。长期护理保险不仅为养老机

德国之所以会有非营利组织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

构提供经费，也为家庭成员因照顾老人而请假提供补

务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其社会和政府所倡导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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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则紧密相关。德国政府在公共事务中主要承担监

［４］王浦劬，Ｉｒｉｓｈ

ｌ ｅ，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ｅｔ

ａ１．政府向社会组

管者角色，通过提供制度框架来鼓励社会资本的广泛

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一中国和全球经验分析

参与。德国的自治体系是根据其国情发展起来的共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识，与其社会中宗教、志愿和政治组织长期存在密切相

１３，Ｗｏｙｋｅ Ｗ．Ｈａｎｄ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ｓｅｈ—

［５］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关。中国的社会情境、社会结构与德国差别较大，非营

ｅｎ￥‘ｓ把，淞ｄｅｒ

利组织存在时间尚短，怎样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社会

Ａｕｎ．Ｏｐｌａｄｅｎ：Ｌｅｓｋｅ＋Ｂｕｄｆｉｃｈ，２００３．

因素（如重视亲属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系、单位等）

Ｈ．Ｓｏｚｉａｌ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Ｅｉｎ Ｇｒｕｎｄｋｕｒｓ

［６］Ｂｏｓｓｏｎｇ

Ｗｅｉｎｈｅｉｍ／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因此，建立

ｌｅ

中国特色的社会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借鉴德国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４．

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思考结合中国的本土社会文化因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５．ａｋｔｕａｌ．

Ｂｅｒｕｆｅ．

［７］Ｓｔｏｄｏｌｌｉｃｋ

Ｍ．

ｆｕｒ ｓｏｚｉａ－
Ｊｕｖｅｎｔａ

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ｅ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ｗａｈｕｎｇ，

Ｋｏｎｎｅｘｉｔ目ｉ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ｅｎ

素。囝

Ｅｉｎｎａｈｍｅｎ．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ｉｎａｎｚａｕｓｓｔａｔｔ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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