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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非得非營利組織？ 

——論合約失靈場合中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 

 

金錦萍 

 

[摘  要] 合約失靈理論顯示：在合約失靈的場合下，由於資訊不對稱，致使競爭

機制無法發揮作用，因此唯有政府或者非營利組織來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才能抑

制服務提供者的機會主義行為。以學前教育領域為例，我國目前政府提供的基本

公共服務不足，非營利性的民辦幼稚園因為制度缺陷不僅發展受阻，在與營利性

幼稚園的競爭中不佔優勢；而且因為分類管理未能落實，導致以民辦非企業單位

形式存在的幼稚園中混雜著投資資本，因此難以從根本上遏制虐童事件。唯有反

思合約失靈場合下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機制方是解決問題的正道。 

[關鍵字] 合約失靈 學前教育 基本公共服務 非營利組織 

 

 

幼稚園虐童事件頻發，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評論橫飛，口誅筆伐者無論義

憤填膺、悲天憫人還是反芻反思，大都指向幼師素質低下和政府監管不力，於是

教育部門發出通知，旨在提高幼師准入門檻，同時又要加強監管措施。在筆者看

來，這些舉措儘管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舉，但是卻存在藥不對症之嫌，甚至從長遠

來看，乃是治標不治本之方。本文要探討的是社會服務的提供是否可以一概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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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機制？易言之，有沒有存在一些場合恰是市場機制無法企及，而必須由政府

或者非營利組織予以提供的？本文將以學前教育領域為例，引入合約失靈理論，

在檢討現有學前教育提供機制的基礎之上，尋求解決之策。 

 

一、問題的提出：為何無法遏制幼稚園虐童事件頻發？ 

 

近些年來，幼稚園虐待兒童的案件時有發生。根據媒體報導，西安楓韻藍

灣幼稚園、河北省民辦幼稚園、山西某幼稚園、黑龍江非法幼稚園、浙江溫嶺

某幼稚園、江蘇興化板橋幼稚園、濟寧市機關幼稚園、上海某雙語幼稚園相繼

被媒體爆料發生虐童事件，虐待行為包括：幼兒教師以給幼兒亂吃藥、針紮逼

喝尿、打耳光、用熨斗燙、踢傷孩子下體等各種方式體罰。由於當時刑法上的

虐待罪並不能涵蓋幼稚園、中小學、養老院、醫療保健機構等虐待其監護或看

護人員的行為，故無法以虐待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

（九）第十九條明確規定了虐待被監護人、看護人罪。①此後，根據此罪名被判

處刑罰的典型案例有：王璐、孫豔華虐待被監護、看護人案②，宋瑞琪、王玉皎

                                                   

① 所谓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

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且情节恶劣的行为。法律依据是《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条的规定：

“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

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

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② 根据此案二审裁定书，被告人王璐、孙艳华案发前就职于原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二被告

人均系该园红三班教师。自 2015 年 11 月起至案发，王璐、孙艳华二人在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红三

班教室内、卫生间等地点，多次恐吓班内幼儿，并使用针状物等尖锐工具将肖某 2 等多名幼儿的头部、面

部、四肢、臀部、背部等处扎伤。二审法院最终裁定：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虐待被监护人罪。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虐待被监护人罪】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璐犯虐待被监护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被告人孙艳华犯虐待被监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参见（2016）吉

03 刑终 369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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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被監護、看護人案①，任靖、劉志娟虐待被監護人、看護人案②。但是刑法

似乎並未能有效震懾這些犯罪行為。僅 2017年 10月到 12月期間，南京市棲霞

區愛德美幼稚園、上海市攜程親子園和北京朝陽區管莊紅黃藍幼稚園（新天地

分園）又相繼發生虐童事件，相關人員已經被刑事拘留，案件尚在進一步審理

之中。③ 

那麼政府部門的監管措施能否有效抑制幼稚園虐童現象呢？早期關於學校

（包括幼稚園）安全工作的相關檔中都只涉及到因自然災害、交通事故、公共

衛生突發事件引發的安全隱患的預防和處置上，④後來逐漸對於幼稚園內部安全

管理責任也予以明確，要求大力加強學校、幼稚園內部安全管理工作，⑤其中要

求幼稚園配齊重點部位視頻監控和報警設施，且要確保專人值守；同時公安部

門要把校園視頻監控系統和報警設施接入公安監控平臺。後來教育部的相關檔

也要求各地教育部門要進一步加強校園安全防範，落實人防、物防、技防措

施，建設安全校園。《中小學幼稚園安全防範工作規範（試行）》（2015年）第

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也重申此要求。《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中小學幼稚園安

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國辦發〔2017〕35號）⑥中要求“要將校園視頻

監控系統、緊急報警裝置接入公安機關、教育部門的監控或報警平臺，並與公

                                                   

① 被告人王玉皎、宋瑞琪案发前供职于四平市铁西区某某某幼儿园，系红一班教师。王玉皎、宋瑞琪于

2015 年 11 月多次在红一班教室、卫生间等监控死角处，使用缝纫针等尖锐工具扎、刺陈某某、邵某某等

多名幼儿头部、口腔内侧、四肢、臀部等处。一审法院判决二被告均构成虐待被监护人罪。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虐待被监护人罪】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判处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参见（2016）吉 0302 刑初 138 号判决书。 

② 参见（2016）内 0105 刑初 516 号案件判决书。 

③ 赵春艳：《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背后》，《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 年 12 月 10 日第 5 版。 

④ 例如教育部历年来关于切实落实中小学安全工作的通知。 

⑤ 例如《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防范工

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公通字〔2010〕38 号） 

⑥ 同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4 号）建立学前教

育质量评估监管体系，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加强对各类幼儿园准入、安全、师资、收费、卫生保健

及质量等方面的日常指导和监管，落实信息公示制度，强化社会监督。着力提升学前教育教师、保育员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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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全視頻監控聯網共用平臺對接，逐步建立校園安全網上巡查系統，及時掌

握、快速處理學校安全相關問題。”今年，京滬兩地相繼發生虐童事件之後，國

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緊急部署開展幼稚園規範辦園行為專項督導檢查，

主要措施包括：其一，開展幼稚園辦園行為專項督導檢查，重點檢查師德師風

建設情況，及時發現問題，進行整改。堅決查處和防止幼稚園傷害幼兒事件的

發生；其二，各地加強幼稚園風險管控，形成常態化監管工作機制，同時建立

和完善幼稚園突發事件應急處理問責機制；其三，建立幼稚園辦園行為常態監

測機制，及時瞭解幼稚園辦園行為和基本運行情況，按要求報送相關資料資

訊。① 

綜上所述，政府相關部門對於幼稚園內部安全問題的相關政策對於監管監

控、幼師准入等問題都有所涉及，但是依然未能杜絕虐童事件之發生。而且從

各類事件的主體來分析，各種類型的幼稚園均有虐童事件的發生：無論是機關

幼稚園、民辦幼稚園還是未經登記設立的非法幼稚園。 

因此，我們不由思考：幼稚園內虐童事件頻發之後，監控設備的設置和相

關監管制度的構建，是否是有效措施？如果不是，那麼問題的癥結又何在呢？

無獨有偶的是，儘管媒體報導不多，但是在養老院中也時有看護人員虐待老人

的案件發生，比較典型的例如薑某虐待罪②。在分析幼稚園和養老院這兩種組織

                                                   

① 参见《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的紧急通知》（国教督

办函〔2017〕91 号），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1777/moe_307/201711/t2017

1124_319933.html，2017 年 11 月 24 日。 

②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鲁 0203 刑初 622 号。2016 年 2 月以来，被告人姜

某在青岛市市北区黄台路 X 号 XX 老年公寓担任护工，负责入住老年公寓的瘫痪老人的日常护理工作。

2016 年 6 月，被告人姜某在看护韩某期间，多次对韩某实施虐待、殴打行为，致韩某肋部和面部受伤。

后被抓获到案。经法医鉴定，韩某右侧第 4、5 肋骨腋中线处骨折，局部无明显骨痂形成及骨密度增高征

象，符合近期外伤新鲜骨折，构成轻伤二级；面部、舌体部皮肤软组织损伤，构成轻微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姜某犯虐待被看

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1777/moe_307/201711/t20171124_319933.html，2017年11月24
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1777/moe_307/201711/t20171124_319933.html，2017年11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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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個共性問題不容忽視：無論是幼稚園裡的幼兒還是養老院中的老人，他

們都缺乏締約能力，與幼稚園或者養老院締約的往往是幼兒的父母或者是老人

的子女。或許，從這個特點出發，能夠窺探問題的原因所在。而合約失靈理論

恰好提供了這樣的解釋路徑。 

 

二、合約失靈理論的引入 

 

在探尋一個社會為什麼要有非營利組織之時，被援引最多的無疑是政府失靈

和市場失靈的理論，幾乎屢試不爽。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理論和政府失靈

（Government Failure）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 Burton Weisbrod最早于上個世紀七

十年代提出來的。①該理論認為市場制度的缺陷在於由於搭便車現象的存在，使

市場機制無法提供公共物品。這就是市場失靈。所以政府就有責任來提供公共物

品。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時候，傾向於反映中位選民的偏好。因此導致部

分人對公共物品的過度需求和另一部分人對公共物品的特殊需求就得不到滿足。

這就是政府失靈的體現。政府失靈就需要充滿活力的非營利組織的出現，因為政

府提供的公共物品需要大多數人的支援。而非營利組織由較小的團體組成，能夠

提供政府不願提供或者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②可以說，非營利組織的出現則是

                                                   

① Weisbrod, Burton: “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three-sector Economy”, in E. Phelps, 

eds,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y Theory, New York: Russel Sage, 1974. 

②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1-33页。对于第

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哈耶克也有精彩论述，“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

业领域和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有一个所谓的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它常常能够而且也应当能

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我们于当下仍然以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如果这样一个独立部

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与政府展开之间的竞争，那么它就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那

种最为严重的危害，亦即政府行动所导致的以各种权力为支撑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状

况。”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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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彌補市場機制和政府功能在提供社會公共物品方面的缺陷。 

但是這一理論未能解決社會公共服務提供機制上另一層面的問題：教育、科

學、文化、體育、衛生等領域，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一種現象：營利組織與非營

利組織並存。甚至不少營利組織在社會服務提供領域大放異彩，不僅經濟效益可

觀，甚至得以成功上市，譬如紅黃藍教育集團。那麼當某一社會事業領域中營利

組織並存時，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在一般情形下，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各有利

弊：營利組織產權明晰，具有融資上的便利，能夠適用經濟激勵機制；相比較之

下，非營利組織“所有人”缺位，融資受到限制，不能啟用經濟激勵機制，但是

可以獲得捐贈，也享受稅收優惠（儘管因此需要承受資訊公開的義務和更加嚴格

的監管）。因此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競爭很難說哪一方能占到絕對優勢。但

是在一些特殊的場景下，非營利組織卻能比營利組織更有優勢，而得出這一結論

的便是“合約失靈”理論。 

合約失靈理論是漢斯曼（Hansmann）教授于 1980年提出來的。①他直指市場

機制在某些情況下的局限：營利組織只有在以下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才會以體現

社會效率最大化的數量和價格來提供商品和服務。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在於：

消費者可以合理成本獲得以下資訊：其一，在購買之前可以“貨比三家”，即能夠

對不同營利組織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及其價格作出精確比較；其二，能夠與營利組

織“討價還價”並達成合意；其三，可以要求營利組織如約履行雙方達成的協議，

若對方違約，則可獲得救濟。也正因為如此，市場機制中的競爭機制得以發揮作

用。優勝劣汰也是基於資訊對稱的基礎之上的。但是若是在上述三個方面，消費

                                                   

① Henry Hansmann,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Yale Law Journal, 1980, 89(5). 他后来又发表了一篇

名为《改革非营利公司》的文章，再次重申了合约失灵理论。参见 James J. Fishman, Stephen Schwarz,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ase and Material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2000, pp.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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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生產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資訊不對稱時，尤其是消費者無法判斷營利組織所提

供的服務或者商品時，使得雙方之間無法達成合約，或者即便達成合約，也難以

判斷對方是否履行合約。於是，在這些領域，競爭機制無法發揮作用，服務提供

者就會“以次充好”來獲得超額利潤，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當事人之間的合約已然

無法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機會主義行為。這便是 “合約失靈”（contract failure）

現象。 

漢斯曼教授進一步分析了合約失靈理論適用的主要場合包括：提供複雜的個

人服務、服務的購買者和消費者分離、存在價格歧視和不完全貸款市場、提供公

共物品等。在這些場合下，服務提供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無法通過競爭機制予以遏

制，故非營利組織無疑是合約失靈時的一種制度反應。原因在於：非營利組織受

到“禁止利益分配”原則的約束，而這一原則就是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本質區

別。正是由於非營利組織受到“禁止利益分配”原則的約束，因此在合約失靈的

場合下，非營利組織儘管有如同類似于營利組織從業者所從事的行為的可能性，

但是由於其所獲得的利潤不得進行分配，因此極大地抑制了其提高價格和降低服

務品質的動機。① 

由此可見，在服務購買者並不是最終消費者的情形下，合約失靈理論體現得

相當明顯：如果接受服務的人本身只是契約的受益人，而非締約者（例如托兒所、

養老院等），在這些機構中接受服務的是孩子和老人，而作為締約方的孩子的父

母或者老人的子女自身不接受服務，就無從評估服務品質，也無法判斷服務提供

者是否按照約定履約。因此在這些領域，如果是由非營利組織來經營，就比較容

                                                   

① 田凯：《西方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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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獲得信賴，因為既然營利不是其目的，因此消費者所享受到的品質應該比營利

性機構要好得多。 

那麼我國實踐是否如此呢？在學前教育和養老服務領域，非營利性的組織是

否會如同合約失靈理論所分析的那樣，在與營利性機構的競爭中勝出？如果是，

那麼只能說明這一情況驗證了合約失靈理論，如果不是，又是什麼原因呢？這就

有必要分析我國目前合約失靈場合下社會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情況。 

三、合約失靈場合下社會公共服務提供現狀 

（一）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不足 

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保障全民基本生存發展需求的制度性安排。“基本公共

服務是由政府主導、保障全體公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相

適應的公共服務。”①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

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

“十二五”規劃）中將基本公共服務的範圍界定為：“公共教育、勞動就業服務、社

會保障、基本社會服務、醫療衛生、人口計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領域的基

本公共服務。”《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以下簡稱“十三五”規劃）

中明確國家建立基本公共服務清單制，依據現行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確定基本公

共服務主要領域，以及各領域具體服務專案和國家基本標準，向社會公佈，作為

政府履行職責和公民享有相應權利的依據。②根據這兩個五年規劃，保障公民享

                                                   

① 参见《“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均被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中长期目标之一，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进

一步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 

② 《“十三五”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所罗列的范围则有所扩展，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

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八个领域的 81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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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十二五”規劃中，要求“政府投入大幅增

加，基本公共服務預算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逐步提高。”但是同時要求“創新公

共服務供給方式，實現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在“十三五”規劃中，則明確

政府主責，增強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職責，合理劃分政府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強

化公共財政保障和監督問責，同時也明確“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支持各類主

體平等參與並提供服務，形成擴大供給合力。” 

但是毋庸諱言的是，在合約失靈場合，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並不充

分。以學前兒童“毛入園率”為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所確定的目標為至 2015年學前兒童“毛入園率①”應達到

62%。實際上 2015年在園人數已經達到 4264.83萬人，毛入園率已達 75% ，②

當然這是在民辦幼稚園所占比例超過公辦幼稚園的情況下達到的。新的目標為

學前三年毛入園率提高到 85%。③措施包括“嚴格執行城市新建居民區配套建設

幼稚園、學校的規定。”在國家所保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中，目前教育所覆

蓋的人群比較狹窄。“十二五”規劃中所確定學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務的目標人

群僅僅包括家庭經濟困難兒童、孤兒和殘疾兒童，具體資助方式和標準由地方

確定，支出方面由地方政府負責，中央財政適當補助。“十三五”規劃中依然將

目標人群確定為“”經縣級以上教育行政部門審批設立的普惠性幼稚園在園家庭

經濟困難兒童、孤兒和殘疾兒童，對他們實施減免保育教育費，補助伙食費等

措施，具體資助方式和資助標準由省級人民政府結合本地實際自行制定。 

                                                   

① 中国教育部门根据在园学生人数除以户籍所在三周岁以上六周岁以下适龄儿童总人数 ， 获得的数据

称为“毛入园率”。 

② 参见《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③ 参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10 

 

而且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資料顯示，無論是幼稚園數量、在校學生、教職

工和專職教師數量，民辦幼稚園都多於公辦幼稚園。 

首先，2009年到 2015年期間，全國學前教育學校數量總數呈現上升趨勢，

但是民辦幼稚園不僅數量上逐年上升，而且所占比例始終高達幼稚園總數的 2/3

左右。①  

 

表 1  2009—2015年全國學前教育學校數量與民辦幼稚園數量對比表 

指標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學前教育學校數（所） 223683 209881 198553 181251 166750 150420 138209 

民辦幼稚園學校數（所） 146376 139282 133451 124638 115404 102289 89304 

民辦幼稚園所占比例 65.44% 66.36% 67.20% 68.77% 69% 68% 64.62%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查詢系統資料整理計算所得。 

 

其二，民辦教育幼稚園在校學生數量和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12 年超過半

數，而 2015年時已經到達 53.99%。 

表 2  2009—2015年全國學前教育在校學生數與民辦幼稚園在校學生數對比表 

指標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學前教育在校學生數（萬人） 4264.8284 4050.71 3894.6903 3685.76 3424.45 2976.67 2657.81 

民辦幼稚園在校生數（萬人） 2302.4429 2125.38 1990.2536 1852.744 1694.209 1399.469 1134.1694 

                                                   

① 尽管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办幼儿园占比先升后降，2007—2011 年，民办幼儿园

占比从 60%上升到 69%，随后开始缓慢回落。原因在于：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

颁布和第一期（2011—2013 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公办幼儿园数量增加幅度增大所致。但

是整体趋势还是民办幼儿园占据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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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幼稚園所占比例 53.99% 52.47% 51.10% 50.27% 49.47% 47.01% 42.67%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查詢系統資料整理計算所得。 

 

其三，從學前教育教職工人數和專職教師數來看，民辦幼稚園所吸收的教職

工人數和專職教師數量都已經達到全國總數的 60%以上。 

表 3  2009—2015全國學前教育教職工和專職教師數量以及民辦幼稚園相關資料對比表 

指標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學前教育教職工數（萬人） 350 314 283 249 220 185 157 

民辦幼稚園教職工數（萬人） 230.851 205.633 184.8754 163.3779 143.6575 116.8429 93.2783 

民辦幼稚園所占比例 65.96% 65.49% 65.33% 65.61% 65.30% 63.16% 59.41% 

學前教育專任教師數（萬人） 205.1021 184.415 166.3487 147.9 131.56 114.42 98.59 

民辦幼稚園專任教師（萬人） 127.1211 113.18 102.0215 91.3395 80.7772 68.0404 55.2348 

民辦幼稚園所占比例 61.98% 61.37% 61.33% 61.76 61.40% 59.47% 56.02%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查詢系統資料整理計算所得。 

 

可見，在較長時間內，尚需要社會力量和多種主體共同提供學前教育領域

的社會服務。 

 

（二）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並存 

依然以學前教育領域為例，政府保障學前教育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向社會提

供，但是需要逐步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到目前為止，單憑政府投入還不足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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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足夠的學前教育服務；而且即便將來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也無

法滿足個性化的需求，誠如十九大報告所揭示的當前我國的主要社會矛盾 “已

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

以在公辦幼稚園之外，民辦幼稚園的存在不僅需要，而且必須。我國目前民辦

幼稚園存在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並存的現象，而且營利組織的發展更為矚

目。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營利性幼稚園發展迅速，例如紅黃藍、紅纓教

育、金色搖籃等都成立於這個時期。截止 2017年 12月 12日為止，全國以民辦

非企業單位①形式存在的幼稚園數量為 116703個。②根據表一，截止 2015年

底，民辦幼稚園（包括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資料為 146376家，民辦幼稚園每

年以將近 7000家的速度增加，到 2017年底保守資料也可以增加至 16萬家。因

此目前營利性的幼稚園應該在 5萬家左右。③簡單按照這一資料分析，似乎在學

前教育領域，非營利組織的數量遠遠多於營利組織，但是尚需要考慮以下因

素：其一，與社會組織網統計資料完整性相比較，上述估計的資料並不完全，

應該尚有不少營利性學前教育機構未能統計在內；其二，根據《民辦非企業單

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不得設立分支機搆，因此每一

個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存在的幼稚園都是單體；但是以公司形式成立的幼稚園卻

                                                   

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固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改名为社会服务机构，目前《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也在紧张修订之中，本文暂且还是使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表述。 

②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实时查询所得。 
③ 从工商总局系统中和国家统计局数据中都无法直接得到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数据，只能获得截止 2015

年全国民办幼儿园的总数，和截止 2017 年 12 月 12 日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存在的民办幼儿园数据，此

数据乃根据两者相减的方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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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設立分支機搆，故有些幼稚園統計資料上顯示為一個，但是全國連鎖卻多達

數十家乃至數百家。 

但是，我國目前學前教育領域的發展現狀卻似乎與合約失靈理論不相吻

合：其一，不論營利性幼稚園還是非營利性幼稚園都存在虐童事件；其二，非

營利性幼稚園在與營利性幼稚園的競爭中並沒有優勢。如果就此簡單判斷合約

失靈理論在我國早教領域無法驗證為時過早。對於這一問題的剖析還需要從我

國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區分入手予以論證。 

 

四、我國民辦非營利性幼稚園為何缺乏競爭力？ 

 

（一）制度缺陷導致非營利性民辦幼稚園發展受阻 

從法律性質而言，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存在的民辦幼稚園，本應屬於非

營利組織，但是由於民辦非企業單位制度本身存在的困境導致民辦非營利性幼

稚園在與營利性幼稚園競爭時不僅不佔優勢，而且處於下風。① 

其一，准入困難導致非營利性幼稚園增長受限。迄今為止，民辦非企業單位

的行政管理體制依然是嚴格的雙重管理體制。雙重管理體制是指對於我國的民辦

非企業單位，從申請成立到開展活動，都受到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機關的共

同管理。②雙重管理體制問題的弊端已經逐漸為學者所認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① 从立法目的来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出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主要目倾

向于加强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而且寄希望于通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实

施，使原先的各职能部门分口管理、各司一摊的局面整合为由民政部门统一归口管理的体制。参见金

锦萍、刘培峰：《转型社会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7 页。 

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 5 条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第 19、20 条则规定

了各自的职责。登记管理机关的职责在于：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和备案、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年

检以及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反行为进行查处。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主要在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前的审

查，监督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法律和章程开展活动，负责年检的初审，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对民办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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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第一，雙重管理體制要求成立民辦非企業單位，首先要找到業務主管單位，

這無形中提高了設立條件；第二，有些民辦非企業單位由於尋找不到主管單位或

者該主管單位審查標準過嚴，而無從設立。有些就不得不尋求工商登記。第三，

從目前登記管理體制考察，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登記管理機關均為國家民政部和地

方各級民政機關；而業務主管機關則因各非營利組織的具體情況而分屬不同的部

門。這樣的立法思路依然還殘存著計劃經濟之下的政府部門職能分化的痕跡。對

於民辦非企業單位發展不利的是，各業務主管部門都將民辦非企業單位事務作為

副業來對待，因此不會對此過於關注，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角度，往往會

採取過嚴的審查標準。同時也不利於主管機關的專業化。與此相比，營利性幼稚

園一般是由營利性公司創建，故在設立時不受雙重管理體制之約束，設立更為簡

便。 

其二，禁止設立分支機搆致使民辦非企業單位發展局限於特定地域。《民辦

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明文禁止民辦非企業單位設立分支機搆。①禁止設立

分支機搆的規定限制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服務地域，不利於品牌提升和建設。因

此，如果需要到登記地之外開展活動的，尚需要另外登記為獨立法人，不僅需要

另行籌備資金和組織機構，影響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發展壯大；同時也增加了登記

難度（因為在另行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時，又得遵循雙重管理體制）。對比之

下，營利性的幼稚園可以運用各種商業模式發展。從目前市場上最為活躍的營利

性幼稚園來看，可以直營、加盟、參股等方式發展分支機搆和子公司。 

                                                   

业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及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清算事务。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行政处罚权配备给了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只是协助和配合登记管理机关行使这一权

力。因此就造成了权责并不明确的困境。 

①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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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稅收優惠未能落實使非營利性幼稚園在競爭中毫無優勢。在財政和稅

收優惠政策方面，民辦非企業單位目前得到的優惠政策不多，財政撥款和資助，

稅收優惠政策等都較少，在稅收政策上與營利組織區別不大。 

（二）財產規則闕如導致民辦非企業單位“名不副實” 

營利性幼稚園和非營利性幼稚園的區分理論上本來非常清晰。①法律本應對

於民辦非企業單位的“非營利性”作出明確界定。但是《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

理暫行條例》中對於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法人財產所有權屬性的規定不明確。②實

踐中不少創辦者很大程度上將設立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出資視為投資而非捐贈。另

一方面未能對於民辦非企業單位運行過程中的規則進行細緻規定，導致實踐中有

些民辦非企業單位以非營利之名，行營利之實。相比較之下，營利性幼稚園以公

司形式存在，股權結構明確，產權界定清晰，又能引入公司治理結構，甚至可以

對執行層進行股權激勵，對於股東能夠名正言順地分配利潤，更有利於其引入資

本，發展壯大。 

因此儘管按照登記制度，營利性幼稚園應該進行工商登記，非營利性幼稚園

應該進行民政登記，但是實踐中民政登記的幼稚園因為財產規則的缺失導致無法

保證其“非營利性”，或者儘管有禁止分配利潤的限制，但是卻通過其他方式進行

                                                   

① “非营利性”的具体涵义应该在于：第一，从组织的目的上来说，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也就是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宗旨并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并在此基础上谋求自身的发展壮大，而是为了实现某种公益或者一定

范围内的公益。第二，不能进行剩余收入（利润）的分配。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性业

务而获得剩余收入，但是这些收入不能作为利润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这一原则即“不分配限制原则”。

第三，不得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 

② 颁布实施于 1999 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出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主要目倾

向于加强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而且寄希望于通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使

原先的各职能部门分口管理、各司一摊的局面整合为由民政部门统一归口管理的体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结构安排和内容设置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非常相似。导致将社团管理中的大

量制度复制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之中来，忽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区别于社会团体的大量特征。这与立

法者当时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认识不足，相关研究没有深入有一定关联。当然也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我

国发展历时不长，相关规律没有得以呈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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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相的“股權”轉讓或者利潤分配；由於“魚龍混雜”，反過來又讓民政登記的幼

稚園在爭取稅收減免時面臨極大的困境。 

 

五、以“合約失靈”理論解讀虐童事件 

 

按照合約失靈理論，幼稚園屬於典型的服務的締約者（購買者）與消費者分

離的場合，即便達成合約，締約者也難以判斷對方是否履行合約。於是競爭機制

失效，之間的合約已然無法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機會主義行為，服務提供者就會“以

次充好”來獲得超額利潤，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這裡以次充好的極致，便是削減

成本，不斷減少人員，尤其是專業人員的投入，最終使幼兒們不僅無法獲得優質

服務，甚至會成為被虐待的受害者。 

比較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讓有志於從事學前教育的主體來創辦非營利性的幼

稚園，由於受到“禁止利潤分配”原則的約束，創辦者沒有動機去過度削減成本；

同時創辦者既然不以營利為目的，那麼促使其投身學前教育的只能是價值理性。

①但是，目前的制度設計卻讓人有點無所適從：其一，在設立環節，由於設立民

辦非企業單位的困難，使得抱著價值理性、不以營利為目的、有志於投身學前教

育的民眾不能順利獲得登記，使得非營利性幼稚園的發展無法滿足社會需要；留

下的空白在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未能覆蓋的情況下，給了營利組織極大的發展空間；

                                                   

① 这一理论是试图运用韦伯对社会行动类型分类的理论去理解和解释从事非营利事业。韦伯将社会行动

分为四种类型：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绪理性的和传统理性的。如果人们通过营利组织的形式实现

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则就是工具理性的体现：也即这些行动是由人们对结果或者期望所决定，人们在从事

这些活动时自己理性地追求和计算可能获得的结果并决定是否采取行动。而人们以非营利组织形式参与社

会活动的，却符合价值理性的分析模型：人们之所以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对结果或者回馈的期望，而是

由“对于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方式有意识的信念所决定的行动，并不取决于它的成功

的前景。” 参见金锦萍：《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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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民政部門登記的、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存在的幼稚園中，卻因為財產

規則的缺失，其中混雜著大量以營利為目的的投資者，致使民辦非企業單位本應

該獲得稅收優惠政策無法落實，使得其中恪守非營利組織性質的創業者們承擔了

作為非營利組織的義務和約束的同時，卻無法享受應有的權利，在與營利組織的

競爭中無疑處於下風；其三，由於營利性幼稚園和儘管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登

記、但是卻行營利之實的幼稚園的大量存在，在這些情形下，合約失靈理論所揭

示的後果就會出現：服務提供者因受經濟利益驅使，想獲得超額利潤，就會“偷

工減料”和“以次充好”，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發展到一定程度，虐童事件就難以避

免。 

 

六、結論和餘論：分類規範，構建理想的社會服務提供機制 

 

合約失靈理論一針見血地呈現出非營利組織在某些場合下與營利組織相比

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誠如上文所言，既然營利組織在合約失靈場合下勢必會以

提高服務價格或者降低服務品質的方式來攫取超額利潤。那麼在合約失靈理論下

的社會公共服務應該如何提供呢？ 

其一，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規劃》要求“劃清政府與市場界限”，在增強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職責基礎上，合

理劃分政府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同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支持各類主體平

等參與並提供服務，形成擴大供給合力。可見“十三五”規劃中強調了政府主導

的責任，強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公共財政保障和監督問責，但是並沒有重申

“十二五”規劃中對於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分類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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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分類規範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在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基

礎之上，對於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分類規範勢在必行。好在自去年以來，隨

著《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訂、《國務院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

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出臺、教育部等五部門的《民辦幼稚園分類登記實施

細則》和《營利性民辦幼稚園監督管理實施細則》的頒佈實施，學前教育進入了

分類管理的軌道。但是一切才剛剛開始。 

其三，除了上述舉措之外，在合約失靈場合（無論是幼稚園還是養老院），

急需改革行政管理體制，簡化非營利組織的登記程式，培育發展提供社會服務類

的非營利組織，同時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明確非營利組織的財產屬性、財產規範，

在此基礎之上，落實非營利組織應該享受的稅收政策和其他優惠政策，讓非營利

性的幼稚園和養老院能夠充分提供社會需要的服務。 

其四，營利組織提供差別化服務。在學前教育領域和養老領域，依然可以存

在營利組織，只是其在與非營利組織的競爭過程中，採取差異化競爭戰略。營利

組織將逐漸轉而提供非營利組織所能提供服務之外的增值性服務、個性化服務和

高端人群服務。 

一言以蔽之，虐童事件頻發，僅僅靠加強監管是不夠的。從社會服務提供機

制上進行反思並及時予以調整，才是治本之道。  

 

 

Why does it have to be Non-profit? 

-o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 in the Situation of Contract Failure 

Jin Jing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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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ontract failure theory shows that in the case of contract failure, becaus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mpetition mechanism can’t play a role, and only the 

government or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social public services, can inhibit 

the opportunistic behavior of service providers. For example, at present, in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s not 

enough, and due to the imperfection of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non-profit private 

kindergartens is hindered, and prevail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for-profit 

kindergartens. The non-profit private kindergartens are not only hinder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but also have no 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for-

profit kindergartens. Because th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it leads to the mixed investment capital in kindergartens with the form of private non-

enterprise unit. It is therefore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curb the incidence of child 

abuse.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o rethink the provis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contract failure. 

Key words: Contract Failure; Preschool Education; Basic Public Service; Not-for-

profit organiz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