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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从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理论出发，通过对比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差异，发现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目的在于使非营利组织向着更快更好的方向健康地发展，更好地为社会进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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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治理理论与非营利组织概述 

1.1 财务治理理论 

1.1.1 治理 

治理是普遍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术语，意

思是“统治”。奥立弗·哈特认为，一个组织只要存在以下条

件时就会产生治理问题：第一代理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时，

对于存在交易的双方来说，掌握信息多的一方就有可能欺

骗掌握信息少的一方以谋取私利；第二合同不完全，因为

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人们之间不可能签

订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合同或虽能签订但要花费较高

的交易成本。因此这就要设计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以决

定如何分配剩余控制权。 

1.1.2 财务治理 

它是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产生

的，其实质上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实现剩余控制权和剩

余要求权之间的合理配置，从而形成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

制衡机制。财务治理可以归结为：财务治理是在当前公司

制环境下，政府、出资人和经营管理者之间在财务收支管

理、财务剩余索取、财务监督、财务利益分配和财务人员

配置等各方面权限的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

管理体制。 

1.2 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前提下产生

的，其出现被视为是一种制度的创新。在政府失灵和市场

失灵的某些特殊领域如教育科研，非营利组织确实是一种

比较有效的制度形式。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组织可以分

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企业，第二部门---政府，第三部

门---非营利组织，由此也形成了现代社会所谓的“三元结

构”。 

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1993）教授提

出的所谓五特征性：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

性、志愿性。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

会公益服务的，提供准公共产品的独立部门。 

1.3 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 

非营利组织是一种创新制度形式，具有相对较低的交

易费用，它通过接受社会捐赠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以

社会公益人的身份在某些特殊领域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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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非营利组织内不存在剩余要求权，也就是说没有人

可以公开宣称享有剩余要求权，由此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

理研究构成了新的障碍。它不能完全遵循营利组织财务治

理的研究思路和成果，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2.1 资金来源及运用单一 

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方式包括：捐赠、政府资

助、会员会费等，很少有市场收入，这和非营利组织的非

营利性密切相关。因此，与营利组织形成明显的区别，营

利组织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通过销售产品和服务，从顾客那

里获取相应的销售收入和劳务收入，它是一种有偿收入。 

非营利组织的支出分为项目及活动支出和行政支出。

这里的支出与营利组织不同，营利组织支出即投资是为了

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投资的管理必须从经济效益出发，随

着经济环境的恶化，营利组织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越来

越重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而非营利组织其支出注重的

是社会效益，是单一的效益。 

2.2 财务制度的缺失 

(1)绩效缺少可比性。在营利组织财务中，利润指标能

为衡量企业绩效提供标准，为营利组织提供量化分析的方

法，便于在不同组织之间进行比较。然而，非营利组织是

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在其财务

中通常缺少利润这一指标，这样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无法

进行绩效的对比。 

(2)单一的所有权形式。对营利组织而言，股东（或投

资者）为营利组织的所有者，拥有其权益，在营利组织实

现利润时，能相应获得一定的回报。非营利组织的权益属

于组织本身所与，而且资财提供者不期望收回或者取得经

济上的利益，因此通常不进行损益的计算，也不进行净收

入的分配。 

(3)财务报告的重要性不明显。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如

无特殊情况不作年度财务报告，或虽作年度财务报告但无

严格审计，财务报告资源缺少透明度，这与营利组织的年

度财务报告定期编制，及时对外报送，定期、不定期进行

审计，资源透明度形成明显的对比。 

(4)财务目标不一致。由于信息不对称，非营利组织的

委托人难以准确判断代理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代理人的财务行为可能偏离社会公益最大化的组织宗旨，

这样就违背了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目标。相比之下，营

利组织代理人的报酬所得和公司的经营成果息息相关，所

以代理人就会为公司的财富最大化而努力的，不会违背公

司的财务治理目标。 

2.3 信息批露的动力不足 

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中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委托---代

理。该问题相对于非营利性组织而言，存在如下特点： 

(1)产出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在营利组织中，产出的

定价是根据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原理来确定产出的价格；而

在非营利组织中，产出即准公共产品是用来进行服务的，

又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样导致了产出的

市场价格不确定。 

(2)成本核算的动力不足。产出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

其品质和数量难以低成本准确测量。在营利组织中，通过

生产产品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先在制造费用中进行归

集，然后通过一定的分配方法分配到单个产品成本中去，

用来计算产品的成本。非营利组织的运营不以营利为目的，

其所耗费的资源主要不是靠自身的投入，而是由政府拨款

或捐赠人捐赠获得资金，而资财提供者不要求取得经济回

报，政府及出资人不需要非营利组织提供利润信息，所以

也就没有核算成本的外部压力。 

(3)监督主体动力不足。缺少可让渡的剩余要求权，致

使监督主体的动力不足，偷懒行为较严重，也使管理者可

免遭外部市场竞争者的驱逐。由于资源提供者放弃了对资

源的捐赠及其收益的要求权，与剩余要求者提供资源的组

织对比，监督主体的动力不足，由此导致管理者也会偷懒，

不会全心全力的来管理组织。 

(4)评价标准不明确，很难以确切的财务指标体系进行

量化。其一，非营利组织没有利润指标，其二其很少会去

考虑产出的成本，尤其是如何降低成本。成本和利润这两

个较简单的财务指标都不存在，更不用谈其他引申的财务

指标及相应的财务指标体系。 

2.4 财权配置是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基础 

财权是派生于产权的财务权力，是体现一定财务经济

关系的一组权力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和监

督等职能。当出资者将其财产投入现代公司时，各种财产

就形成了法人财产由企业法人进行使用、管理等。对于非

营利组织，资源提供者将财产投入组织后，便失去了财产

的所有权，不享受对应的权益及受益权。财产受托人拥有

和支配这些财产，只有支配意义上的控制权。由于社会公

益性的存在，非营利组织的受益人也就拥有了财产益权。

在财权上存在着所有权、控制权与受益权的“三权分离”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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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3.1 完善的财务治理系统 

非营利组织组织内都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具有

科层结构特征，疏于内部控制，必然造成内部治理成本过

度膨胀。完善的财务治理系统有助于在非营利组织内部营

造一种管理规范，形成持续发展的良好机制，将是非营利

组织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的有效手段。现代的

财务治理系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有效的

财务治理结构，二是完善的财务治理机制。 

建立内部控制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建立成熟、

完善的财务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一般来讲，公益性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结构由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经

理层与监事会等组成。当然，在非营利组织不同的发展阶

段，其良好财务治理结构的建立可能会有所不同，有所侧

重，这都是任何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代

内部控制主要是通过目标激励机制来实现。一种有效的激

励机制包含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两个方面，对于组织目标

的行为给予适时的奖励和惩罚。 

所有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就是要

建立完善的财务治理机制，加强内部控制。完善的财务治

理机制与现实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也许还有一段距离要

走，但我们要坚持这一目标。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

理机制一般包括财务决策、监督与评价机制三个方面，从

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对非营利组织资源的取得和使

用情况加强管理，保证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分离，实现决

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分离，确保非营利组织应对

重大事项、一般事项和基础性事项时的决策效率及决策的

正确性，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

覆盖所有职能部门、所有业务环节、所有工作岗位、所有

工作人员的协调和控制机制。 

3.2 完善的信息批露 

信息披露是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重要工具。一是信

息披露可以提高财务信息在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分享度，提高其信息透明度；二是信息披露的准确、及

时关系到利益相关者能否进行正确的财务决策；三是信息

披露构成了财务监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制度中，代理人享有经营

管理财务的权力，这时，信息披露对所有权的权力行使与

保证就非常重要。非营利组织行为源于信息不对称，其特

性决定了该组织不应该设有秘密，为此尽最大可能的进行

信息批露是其应尽的义务。非营利组织必须全方位的向社

会公众批露其相关营运活动的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财

务有了较好的透明度就会拥有更多的社会公信度，就可以

为组织赢得更多的资金。为此，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就要有

动力进行财务报告的编制，有必要对其进行外部的审计，

保证财务监督权的实现。建立完善的信息批露制度，是非

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不仅为其提高了社

会公信力，而且为其资金来源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3.3 建立合适的财务指标及相应的指标体系 

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可以设计一些反映其财务风

险的指标。例如，第一，公益支出率（公益支出/公益收入

总额），它考核在一定时期内，有多少公益资金用在了社会

公益上；第二，公益资金投资比（对外投资额/公益资金总

额），它用于考核在一定时期内，有多少资金用在了对外投

资上。当然，为了反映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也可从不

同的角度建立非营利组织的财务分析体系，体现财务治理

的效果。当然为了提高非营利组织财务运行绩效，非营利

组织财务管理乃至整个经济活动都可以引进和借鉴绩效管

理等企业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绩效预算考评体系，根据

预算落实和执行情况，按年终决算结果进行绩效考评，既

提高管理者的积极性，也保证了预算资金的高效使用。采

取措施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筹资和增值能力，解决组织资金

的供给问题。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争取更多的慈善捐款，

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4 健全职业道德建设 

职业道德责任存在于非营利组织的各个成员的天性

中，是绝对责任在实践中的应用和体现。为了公共利益、

大家利益、每个人的利益，唤起每个人的志愿公益精神，

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工作。职业道德

要求员工在本职工作中不怕艰苦，勤奋工作，既讲团结协

作，又论个人贡献，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加强

职业道德建设，就要紧密联系本行业本单位的实际，以“为

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为准绳，有针对性地解决非营利组

织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使组织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

精神风貌的和谐集体。这既能保持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又能正确处理好职业

外部的各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总之，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角度，组织应该建立良好

的财务治理结构，增加理事会财务人员的数量，定期编制

财务报表，这样不仅可以帮助组织做出更合理的决策，也

有利于组织提高自身的公信力，从而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从政府的角度，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力量，制定较为完善

的信息披露机制，强化监事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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