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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可行性分析※
曹占涛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伴随着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第三部门在中国获得了迅猛发展，并在诸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同时，第三部门的发展也受到缺乏高素质员工的根本性制约。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发展第三部门，使之成为吸
收大学生就业的第三支力量，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可行方向。不过在这方面，尚需国家及社会各方创造更多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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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ｔｏｒ）由美国学者列维特

主增长、扶贫开发、人权保护、环境保护等各种活动，

（Ｌｅｖｉｔｔ，１９７３）首次提出，用以统称处于政府和私营

成为资源配置和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社会

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此外，与第三部门相近的概

力量的重要一极。

第三部门（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念还有非政府组织（ＮＧＯ）、非营利性组织（ＮＰＯ）、

第三部门在中国也获得迅速发展。中国人口众

公民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慈善部门（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ｓｅｃｔｏｒ）

多，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第三部门存在的必

等，中国官方亦称之为民间组织。本文因研究重点

要性，而１９７８年后的改革开放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

的关系不对以上概念做细致的分析，而为行文的方

供了可能。具体说，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基于以下

便用第三部门统称以上所指。

几个主要条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济滞涨和经济危机，使主

（一）政府改革。改革开放后，尤其是１９９２年

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走向幻灭。人们在反思市

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机构改革

场失灵之后，开始集中从各方面反思政府的缺陷，成

开始跟进，政府职能定位发生根本转变，由微观管理

果之一即是政府失灵论的出现。按照美国经济学家

转向宏观调控，由行政管理转向提供服务，小政府，

伯顿维斯布罗德（Ｂｕｒｔｏｎ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７８）的解释，人

大社会的目标模式逐步确立。政府在社会领域的逐

们对公共物品及准公共物品在质和量上的偏好具有

步放权为第三部门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空间。

很大的不同，而政府不能满足所有民众对服务的需

（二）市场建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求，一些成本高、效率低的活动会被排斥，从而造成

立和完善，社会分工更加明确，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

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需求得不到满

济都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办社会的现象

足，这种结果即为政府失灵。市场和政府活动之外

逐步消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不能做、不愿

尚存的许多社会公共物品，便需要第三部门来生产

做、做不好或者不常做的事情就转由第三部门经营。

和提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第三部门在一些西方

（三）公民意识的提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发达国家已成为几与政府、市场平行的力量，促成社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也

会由政府——市场二元结构向政府——第三部

有了更高的追求。人们的民主意识、公共意识、社会

门——市场三元结构的转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责任感和荣誉感等不断增强，第三部门的民主性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第三部门也获

志愿性等特点也使得公民有很多机会并有能力参与

得显著成长，它们积极参与公共事业、社区建设、民

其中以实现更高的价值追求。
（四）对外交流的增强。一方面，国内第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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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方便地吸取境外第三部门先进的经营理
念，师夷长技以自强，而且能够对外筹资，壮大自身；
另一方面，一些运作成熟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已在中
国开展活动，这其中不仅有红十字会等带官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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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还有国际狮子会、乐施会等更多的纯民间机

究结果显示，第三部门项目运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参

构，它们的进入直接推动着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与服务的人员素质不高作为项目运行中的最大困难

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第三部门的迅速发展还是

主要分布在备选因素的前五位之内，其中选最重要

根源于社会对其日益增长的需求。转型期的中国社

和其次的分别占１２．３％和１３．６％。这个调查结果

会呈现出很多新矛盾、新问题，对社会和政府都提出

显示出缺乏高素质员工对于第三部门发展的重大制

了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些新情况，传统的政府——

约作用，不过人力资本的极端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充

市场二元结构已经很难适应，这就要第三部门在促

分说明。在一切资源中，人的作用最重要，这是由人

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维护自然有序和谐的进

力资本的特性所决定的。首先，人力资本是主动性

化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尽管如同市场失灵、政府失

的资源，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只是作为条件而发挥

灵一样，第三部门也存在自身的局限，但是在中国，

作用的。不论是第三部门的筹款、治理，还是活动的

第三部门仍然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力量，其在增强自

开展，其效果最终都取决于第三部门的人员构成。

身能力、争取外部有利环境的过程中还将迎来更大

其次，人力资本能够改善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使

的发展空间。

用效率，高素质人才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够有

２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
系

，

效组织活动，使物尽其材，人尽其用，达到最佳效果。
再次，人力资本还具有收益递增的特性，它能在一个

较长的时间段持续发挥作用，而物质资本和货币资
第三部门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具体的制约

本的影响多表现在一个具体时点上。第三部门从业

因素，其中缺乏高素质人才是最根本的困难。而同

人员的素质对于它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更具有关键性

时作为中国最宝贵人才群体的大学生，正面临着日

和根本性，没有高素质的人才，第三部门只能维持简

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毕业生苦于婆家难寻，嫁不

单再生产。

出去。但当把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大学生的就业放在

当下，中国第三部门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堪忧。

一起观察就会发现，第三部门与大学生在很大程度

中国的第三部门初创时凭借的多是一些社会精英资

上有着急切的相互需求，它们的结合具有高度的可

源，这些人成为组织的领导人有其必要，但是第三部

行性。

门是一个对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要求很高的事业，

２．１

吸纳高素质的大学生是第三部门发展的必然

要求

在社会经济形势极速变化的现在，一些专业知识偏
低，年龄偏大，学习能力下降的领导人已不适宜领导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ｗ·舒尔茨（Ｔ·ｗ·

岗位。人事制度的不合理在官方色彩较浓的组织里

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１）将存在于人身上表现为知识、技能、体

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多由上面指派，

能、精神状态的价值总和称为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

很多是权力部门的离退休人员，严重制约了第三部

Ｃａｐｉｔａｌ），他将原本从属于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单列

门的进一步发展。另外，第三部门薪水不丰，工作难

出来，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最

度较大，社会地位还有待提高，所以第三部门在招聘

为关键，经济发展取决于人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资源

工作人员的时候，往往降低进入门槛，以致于很难招

的多寡。他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模型：

到理想员工。而低素质员工又难以达到预期的工作

Ｙ＝Ｆ（Ｋ，ＡＬ，Ｈ）

水平，学习能力不强，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培训，这些

其中，Ｋ表示资本，Ｌ表示未经过教育的简单劳

因素都加剧了第三部门的资源紧张程度。第三部门

动力，Ｈ表示人力资本。在这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

的发展不仅急需大批年富力强、富有创新精神的新

长的一个独立源泉，这个模型也就从人力资本的角

生代领导，还需要更多朝气蓬勃善于学习的员工。

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在中国，向第三部门提供高素质人才的基本

这个模型同样适用于第三部门，其中的Ｙ即可

力量只能是大学生，这是因为：第一，与中国其他阶

视为第三部门的发展。它对于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强

层及群体相比，大学生完整连续地接受了正规教育，

调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丁元竹于２００２—

并对现代理念有着更为彻底的了解与信奉，他们的

２００３年主持的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的服务状况研

素质普遍较高，学习能力强，他们提供给第三部门的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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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增长模型中的简单劳动力Ｌ，而是人力资本Ｈ。

续保持在７０％的偏低水平，意味着每年约有６０万

第二，大学生的可塑性强，流动性强，他们还未在社

到１００万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随着高校录取人数

会中扎根，从事一种新兴事业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小。

的不断增加和历年待业毕业生的累积，未来高校毕

第三，很重要的是，大学培养了大批热心公益事业的

业生的就业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学生。大学里活跃着众多的学生社团，聚集了很多
有能力有志愿精神的大学生，有的学生甚至具有专

表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就业情况

业背景。很多社团积极参与校外活动，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例如，自然之友的近３０家团体会员基本上
都是学生环保组织。这些学生通过参加第三部门的
活动受到熏陶、得到锻炼，这为他们日后从事类似工
作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大学生在质和量上都为第
三部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提供了保障。第三部门如
能转变思维，积极主动，深入大学校园甚至举办招聘
资料来源：数据汇总自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中国教育年鉴》

会开拓筹才渠道，一定能为自身的持续发展提供丰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足的新鲜血液。
２．２就业第三部门是大学生的一种理想选择

严酷的市场竞争迫使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趋于务

相比第三部门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后者对前

实，不再过分关注自己的工资水平和工作单位，而是

者的主动选择与人们的传统想象有较大差距，但是

积极寻找多元的就业方向。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低

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更加多

工资盛行甚至零工资频出的情况下，在物质方面，第

元化，地位更加现实化，思考更加理性化，这些变化，

三部门对大学生也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尽管

成为一部分大学生能够就业第三部门的主要原因。

第三部门不能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却能保证从业

２．２．１价值追求是大学生参与第三部门的内在动

人员的普通生活水准。而境外在华机构，如香港乐

力

施会等，已能让员工过上体面的生活。迫于竞争压
衣食足而知廉耻，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经济的

力，国内机构也开始注意提高待遇以争夺高素质人

发展，人们逐渐摆脱对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担心，开

才。事实上，这些组织基本都能保证每年收大于支，

始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较

它们有一定能力这样做。

高级的需求趋于迫切。而青年大学生素来具有向上

２．２．３

向善的理想主义倾向，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

引力

巨大的发展空间是大学生就业第三部门的

来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更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依法登记的第三部门在数目

多样，思想观念更加活跃，他们易于接受新理念，热

上保持了连续递增，其中社团的年增长率更是单调

爱自由，渴望民主，这些价值追求与第三部门所倡导

递增，从２０００年的一１．６％增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１．８％

的自治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等理念不谋而合，成为

（见图１）。在质量上，第三部门也有很大提高。经

他们投身第三部门的重要因素。现在，在大学校园

过上世纪末的依法整治，第三部门的结构进一步优

里存在着很多热心公益事业的学生社团，更有庞大

化，各组织的章程更加明确，管理更加科学，效率有

的学生志愿者群体，他们之中已有部分大学生将服

很大提高。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都对高素质人

务于第三部门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理想途径。

才产生巨大需求。如，为方便与外界交流及扩大宣

２．２．２严峻的就业形势是大学生就业第三部门的

传，创建自己的网站将是第三部门通行的做法，若按

推力

照每个组织需要一名计算机网络人才计，仅此一项，
从１９９９年大学扩招以来，高校录取人数急剧上

全国３２万家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就能提供

升。到２００３年扩招后第一届毕业生进入市场，大学

３２万个岗位。在当今社会，这样对专业人才的大规

生就业形势很严峻（见表１）。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

模需求只有大学生群体才能供给。相比于传统部门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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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方面的消极无力，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兴的
社会经济力量，在拓展就业空间、创造就业岗位方
面，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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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据汇总自莱斯特萨拉蒙等．一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
部门视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相比之下，中国第三部门的规模不仅远远低于
西欧和美国，也大大低于中东欧等转型国家及一些
拉美国家。据邓国胜等在２００３年对中国第三部门
做的调查，中国第三部门在各指标上与其他国家相
差很大（见表３）。
图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中国第三部门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二００五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表３：２００２年中国第三部门的经济力量

民政部网站．ｈｔｔｐ：／／ａｄｍｉｎ．ｉｎｃａ．ｇｏｖ．ｃｎ．

单位：亿美元、％、万人

第三部门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大学生的发展空
间，在这里，他们比在企业或在政府更有用武之地，

更容易发挥聪明才智，也更容易得到提升。据２００６
年一份对北京地区４２５位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调查，
人际关系、成就感和行业发展前景在职业选择的诸
考虑因素中分列前三位。当代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更
加理性务实，他们由对物质的关注转向对个人成就

这些数据既说明中国第三部门与其它国家相比

和发展的关心。第三部门吸引人的地方也正在于能

的差距所在，也预示着它在提供就业方面上还有很

快捷地满足他们的这种诉求。

大潜力。假设中国第三部门提供的就业占非农就业
的比重达到前述２２国平均水平，那么中国的第三部

３第三部门作为一支经济力量的中外比较
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Ｌｅｓｔｅｒ·Ｓａｌａｍｏｎ）主

持的非营利部门的比较项目对２２个国家的第三部

门将能够提供１ ７６９万个就业岗位，即使按照最保

守的估计，其中５００万个能提供给大学生，这将极大
疏解大学生就业困境。

门做了基础数据收集，他们发现，除社会和政治影响

从表２也可以看出，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

外，第三部门首先是区域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

规模，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都比发达国家要小，它表

它在就业和国家支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见表

明第三部门的发展水平必相应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
的发展水平。第三部门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发达国

２）。

家的重要经济力量，得益于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经
济体制和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相较之下，中国的
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治改革还有很大空间，相

应的中国第三部门还需更多条件谋求发展，方能接
国别

支出

ｃＤＰ员工就业人口■～

（亿美元）（％）（万人）（％）

：：，、

’一．’：。：
＿。．，、

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中外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发达国家第三部门的发展盛况还是提供给国内
一个远景参照，它预示了中国第三部门大的发展方
向。可以预见，第三部门作为一支独立于政府和企
业的力量将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就业问题上发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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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４第三部门促进大学生就业尚需条件
目前，第三部门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第
三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潜力，将之打造成为

但是许多大学生选择就业第三部门更多是出于内心

的价值追求，即那种不计个人得失的价值观的感召。
第三部门以人为本，和谐融洽的文化氛围不仅能使

大学生产生精神共鸣而向往之，它还是第三部门持
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继企业、政府之后的第三支需求

（三）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真正转变。所谓职

力量，尚需全社会尤其是相关各方共同创造很多条

业价值观，就是个人所追求的与职业相关的目标。

件：

每个人的素质不同，期望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职
（一）国家的切实支持。宏观层面最重要的工

业价值观自然会有差异。大学生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作是完善关于第三部门的立法，清除不利于第三部

应该认真度量自身条件，不跟风、不随众，务实合理。

门发展的政策。现在，在官方登记之外，还有数目更

同时对第三部门有兴趣的大学生要看到，经过近３０

多的第三部门组织，其原因是现行法律政策对结社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基本走向已趋于明朗，即

的资格约束过强。适当降低对第三部门会员个数、

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这些

财产、发起人等的限制，给予它们法律上的正当性，

都为第三部门的成长奠定坚实基础。大学生放眼世

不仅能更有效地加强对它们的管理，而且还可提高

界，放眼未来，敢为天下先，从事一种有无限前程的

其公信力，使之在阳光下健康发展。其次，应在税

新兴事业，不啻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收、财政政策上给予第三部门适当支持。今年十届

当然，第三部门的发展和大学生的就业都是非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对第

常复杂艰巨的工程，不能期望第三部门进入大学生

九条重新做了规定，将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比

就业市场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现实情况是，发展第

例由原来的３％提高到１０％，这将有效调动企业的

三部门促进大学生就业还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至

捐助热情。良好的法制环境，充足的资源，是第三部

于能收到多大多快的效果，还取决于全社会的努力

ｆ－１大规模吸纳大学生就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程度。

‘

除了宏观层面的努力，在一些具体而微的事情
参考文献

上国家也大有可为。如鼓励对第三部门的研究，利

用媒体等诸多途径广泛宣传第三部门的功用，提高

［１］

［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社，１９９９．

其社会地位，增大就业第三部门人员对社会贡献的

权重，优先提供给从业人员适当的社会保障，明确鼓

［２］

业的地区准人政策，放宽就业第三部门的大学生落
户大城市的限制等也显得很有必要。

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西奥多·Ｗ·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Ｍ］．北京：中
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

（二）第三部门的建设。第三部门在中国尚有
弱势的地位，却不能有弱势的心态，必须积极主动地

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

调查研究［Ｊ］．人口与经济，２００７，（１）．
［６］

［７］

邓国胜．中国社会团体的贡献及国际比较［Ｊ］．中国行

［８］

中国青年报．从３％到１０％：公益捐赠事业春来闻足音

政管理，２００６，（３）．

自己，甚至可以尝试到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筑台求才。

另一方面，第三部门要完善自身治理，尤其注意创造
自己富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文化。第三部门薪金不
高，工作难度大，不具有企业和政府岗位的优越性，

莱斯特·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盈利部门
视界［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力资源，平时和高校及学生社团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深入高校开展宣讲会，推销

丁元竹．非政府公共部门与公共服务［Ｍ］．北京：中国

［５］孟续铎．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大学应届毕业生职业价值观

谋求发展。一方面，积极开拓多元化的筹资渠道，为
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努力争取发展所依赖的人

范丽珠．民间非营利性活动的社会文化支持［Ａ］．全球
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ｃ］．上海：上海人民

励大学生加入第三部门，使之享受与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的大学生相当的政策实惠，等等。另外，破除就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

［Ｎ］．２００７—０３—１０（６）．

曹占涛：第三部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可行性分析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ＡＯ Ｚｈａｎ协０

（１．Ｓｃｈｏｏｌ矿踟加ｍ诬，朋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 １３００１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８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ｌｉｆ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Ｍｉ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ｏｂ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ｔ ｉｓ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ｆｏｒｃｅ．Ｙｅｔ，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ｕ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