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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确选择和科学设计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工具，建立适切的政策体系，是依法推

进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政策内容分布与政策工具是能比较全面描述政策

体系重要特征的变量，可以以此基本了解政策“做什么”“怎么做”。具体分析国家宗教事务

局、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颁布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中政策工

具的选择与设计特点，发现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存在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供给型政策工

具失衡、需求型政策工具缺位、政策的整体性观照和系统性思考不足等问题。中国宗教公益

慈善未来的政策走向是：补齐短板，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聚合效度；调整结构，系统优化政

策工具的内容体系；与时俱进，积极推进政策工具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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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研究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分析：
以《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为例

张韵君

（长江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重庆 408100）

一、引言

佛教、道教等少数宗教教义中包含了一定的利他主义思想，实践中与公益慈善关系密切[ 1 ]。宗教

公益慈善不仅仅是当前中国的一个实际问题，更是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普遍性命题[ 2 ]。自新中国成立

70多年以来，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宗教公益慈善曾陷入停滞；改革

开放伊始，宗教公益慈善又重现历史舞台；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核心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2年2月16日，《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

活动的意见》出台，宗教公益慈善被纳入国家法治化轨道[ 3 ]；2014年12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依规开展各

类慈善活动”，宗教慈善首次被写入中央政府文件[ 4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

向”[ 5 ]，为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宗教是公益慈善事业的老资格成员[ 6 ]和“常青藤”[ 7 ]。宗教界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表现出高度

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慈悲救助的社会服务能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宗教公益慈善主动履行社

会责任，在扶贫济困、安老助学等社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服务社会的主渠道作用，释放了

正能量。但同时，由于宗教公益慈善活动兼具宗教性与慈善性[ 8 ]，有别于世俗性、专业化的公益慈善。

要使宗教公益慈善突破发展困境，需要进一步认识其功能定位，加大政策支持，尽快完善相关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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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政策体系。

关于宗教公益慈善政策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及中国慈善政策的综合研究。艾

丽分析了我国慈善事业相关政策的发展变化以及影响慈善事业政策的因素[ 9 ]，尹东华将我国慈善事业

现行政策法规分为综合发展类、社会捐赠类、慈善组织管理类、税收优惠类、志愿服务类等5种类型，

其认为我国慈善领域的政策法规供给不足、刚性不强，政策法规之间缺少衔接配套[ 10 ]。二是针对宗教

公益慈善的政策研究。王双双对中国宗教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具体政策规定进行了分析[ 11 ]，石晓

洁研究了政策对基督教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 12 ]。尽管这些研究为我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研究提供了一

定的借鉴，但普遍缺乏对具体政策的深入剖析，既没有关于政策内容的分析，又没有关于政策结构的

研究。相比较而言，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的内容分布与政策工具是能够比较全面描述政策体系重要

特征的变量，由此可以基本了解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

以《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作为分析对象，从内容分布与政策工具视角对

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的内在结构与具体特征进行探讨。

二、政策样本与研究方法

（一）政策样本

2012年2月16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国综发〔2012〕6号）（以

下简称《意见》）。作为国家首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政府层面出台的专门针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的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政策层次高、权威性强等特征。《意见》共分为7个部分，不但强调了鼓励和规

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意义、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目标任务，还明确了公益慈善的主要

范围、基本形式，以及可以享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等重要内容。《意见》不仅为宗教界的公益慈善活动

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从顶层打开了“天花板”，有利于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

且对于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意见》

为样本对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研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 13 ]，是实现一个或更多政策目标

的手段和方式。政策工具研究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 Rothwell 和
Zegveld开发的三种类型政策工具，他们将政策工具分为环境面、供给面和需求面[ 14 ]。近些年来，这一

政策工具因其划分标准具体明确且操作方法简明易行，已被广泛应用到政策文本的分析研究中，比如

用作政府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工具[ 15 ]、中国慈善事业的政策工具[ 16 ]等。本文结合Rothwell和
Zegveld的思想及我国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实际，具体地将《意见》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分为环境型、供

给型和需求型3种类型（如图1所示），以全面分析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

1. 环境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对宗教公益慈善的发

展环境产生影响，从而间接促进宗教公益慈善的发展，其效应并不直接显现。环境型政策工具可细分

为目标规划、税收优惠、财务金融、法规管制、策略性措施等。

2. 供给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体现了政府对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表现为通过

直接要素支持扩大宗教公益慈善的供给，能推动宗教公益慈善的发展。供给型政策工具可细分为资金

投入、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

3. 需求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体现为政府对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拉动力，表现为政府通过

各种措施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拉动宗教公益慈善的发展。Rothwell和Zegveld的需求型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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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服务外包、贸易管制、海外市场等措施，但《意见》关于服务外包、贸易管制、

海外市场的政策工具很少涉及，因此我们借鉴李健、顾拾金[ 16 ]的研究思路，将其合并，统称其为市场

塑造。另外，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 17 ]，该办法对以承接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的方式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引导，为此，本文将政府采购改称为购买服务。

需求型政策工具则主要分析购买服务和市场塑造。

图1 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工具作用原理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意见》集中体现了政府通过政策工具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政策目标。本文以

《意见》作为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工具的内容分析样本。首先，将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内容进行编码以

定义分析单元；其次，把符合每个分析单元的政策编码归入基本政策工具分布表中进行定量统计；最

后，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工具的内容分布与特征表现。

三、《意见》的政策工具分析

（一）内容分析法与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鉴于《意见》并没有按照常规的政策文本罗列有关条款，为了研究方便，首先将每一部分的内容

虚拟为相关条款。具体处理办法是：将《意见》文本中每一部分的一级标题作为政策文本的“章”，二

级标题作为政策文本的“条”，三级标题作为政策文本的“款”；如果某部分没有设置下一级标题，则

将该部分中独立的每个自然段作为一“条”，如第一部分“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

意义”中没有设置下一级标题，则将这部分的两个自然段虚拟为两个条款，第一自然段作为第一条，

第二自然段作为第二条。通过上述处理方法，《意见》可被看作是由七大部分、二十二条内容组成的。

《意见》文本中的具体内容就转化为相对应的分析单元。

表1 《意见》文本的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

政策名称

一、鼓励和规范

宗教界从事公

益慈善活动的

积极意义

政策项目

（一）

内容分析单元

……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是我国各宗教共同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

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济世利人精神，积极参与

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但是，与社会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相比，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宗教界从事公益

慈善活动积极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相

关政策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执行力度需要继续加大。

宗教界参与和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管理还不够规范，优势和潜力有待进一步

调动和发挥。

编码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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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强组织

领导

……

（三）

……

宗教团体要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和协同自律作用，积极采取措施，扎实有力

地推动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

要结合本宗教特点和实际，制订本地区本宗教公益慈善活动规划，加强对有

关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界人士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指导和管理。

要健全公益慈善活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可视情设立专门委员会，承担

信息沟通、资源协调、统筹指导等任务。

……

7-3-1

7-3-2

7-3-3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按照“章节段落—具体条款”的总体编码原则对《意见》文本中的七大部分、二十二条内容进行

人工编码。首先，将《意见》文本中的相关条款作为内容分析的基本单元，并对其进行统一编码；其

次，对《意见》文本的内容进行逐段逐句的精确编码，遵循不可细分原则，即将表达同一层意思的一

段话作为一个编码，若一段话涵盖多重意思，则将其细分为多个编码；最后，通过反复比对和归纳分

析，共得到63个内容分析单元，形成基于政策工具的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

（见表1）。限于篇幅原因，省略针对《意见》文本的内容及编码，表1仅进行示范性展示。

（二）政策工具的编码归类

为便于政策工具分析，按照相同或相近原则将表1中的单元编码归类成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在表

1中的63个内容分析单元中，有的单元，如编码“1-1”对应的内容“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是我国各宗

教共同的传统”不属于任何一类政策工具，类似这样的内容在归类时需要被排除在外，总共有4个这种

性质的内容分析单元。经剔除后，共有59个内容分析单元被归类到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中。《意见》的

基本政策工具分布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意见》的基本政策工具分布表

政策工具类型

环境型

供给型

需求型

合计

工具名称

目标规划

财务金融

税收优惠

法规管制

策略性措施

资金投入

人才培养

技术支持

信息服务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购买服务

市场塑造

N/A

《意见》条文编码

1-3，1-4，1-2-1，1-2-2，1-2-4，2-1，2-2-1，2-2-2，2-2-
3，2-2-4，2-2-5，2-3-1，2-3-2，3-1，3-2，7-1-1，7-1-2
5-4-2，5-4-3
5-2，5-3，5-4-1
4-2-1，4-2-2，4-2-3，4-3-1，4-3-2，4-3-3，4-3-4，4-
3-5，4-3-6，5-1，5-5，6-1-1，6-1-2，6-1-3，6-4-1，6-
4-2，6-4-3，6-4-4，7-2-8
6-2-1，6-2-2，6-2-3，6-2-4，6-3，7-2-1，7-2-2，7-2-
3，7-2-4，7-3-1，7-3-2，7-3-3
4-1-1，4-1-2
N/A
N/A
N/A
N/A
5-1，7-2-5，7-2-6，7-2-7
N/A
N/A
N/A

数量

17

2
3

19

12

2
N/A
N/A
N/A
N/A

4
N/A
N/A
59

百分比（%）

28.81

3.39
5.09

32.20

20.34

3.39
N/A
N/A
N/A
N/A
6.78
N/A
N/A
100

合计（%）

89.83

10.17

N/A

100

备注备注：N/A（Not applicable），表示“本栏目不适用”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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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政策工具分析

由表 2可知，《意见》主要使用的是环境型政策工具（89.83%）和供给型政策工具（10.17%），而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空白。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规管制占比最高 （32.20%），其次是目标规划

（28.81%）和策略性措施（20.34%），而税收优惠（5.09%）和财务金融（3.39%）的政策工具占比很

少。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只少量涉及公共服务（6.78%）和资金投入（3.39%）的政策工具，根本没

有使用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等4种政策工具。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更偏好环境型

政策工具的倾向，以突出政府作为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环境营造者角色；另一方面，

其体现了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的不平衡性，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在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时缺乏整体性思考

和系统性谋划。

实际上，政策工具的组合形成的是一个工具箱，政策的绩效是多方合力的结果。环境型政策工具

的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等是缺位的，需求型政策工具是严重缺失的，这不仅反

映了《意见》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本身存在缺陷，从而影响了国家层面出台政策的质量和水平，而

且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不利于政策在促进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中有效作用的发挥。未来在政策

的调整和完善过程中，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统筹考虑，以确保政策的规范性、科学性和系统性。

四、结论与启示

（一）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

根据统计分析，《意见》中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政策文本内容有近90%的是环境

型政策工具。造成这一局面的背景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上担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会扩大宗教的影响，各界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存在顾虑，更谈不上重视，宗教公益慈善活动处

于沉寂状态。因此，在国家第一次出台相关政策时，更多的是从积极支持和鼓励、加强规范和管理的

层面考虑问题，这反映了政府为构建有益于宗教公益慈善良好发展的外部环境而做出了努力，体现的

是一种积极营造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环境的迫切心态。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更多的是法规管制工具，

然后是目标规划。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基本思路主要还是集中在进一步明确相关的政策规定、加

大政策执行力、规范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政策工具的目的聚焦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上，

旨在夯实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基础。但在近10年对于《意见》的贯彻执行中，原有的政策背景已发生

深刻变化，需要及时补充、调整和完善很多更为适切有效的政策工具，这应该成为未来政府工作的侧

重点。

（二）供给型政策工具失衡

供给型政策工具不仅在整体结构和内容上所占比重偏低，仅有10.17%，而且内部的细化内容也严

重失衡，在关乎宗教公益慈善健康有序发展所需的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等政策

工具上更是空白。因此，在未来政策的调整及优化过程中，必须对这些原来被忽视的政策空间予以足

够的重视。

（三）需求型政策工具缺失

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购买服务和市场塑造等手段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拉动宗教公益慈善

活动进程，以充分发挥宗教公益慈善在道德整合、团结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遗憾

的是，在中国宗教公益慈善的政策工具中，竟然出现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断层，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政策的支持引领作用，还对引导和鼓励市场资源进入宗教公益慈善领域造成一定障碍。习近平强

调，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导”[ 18 ]。需求型政策工具要在“导”的关键环节上

为宗教公益慈善的发展提供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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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工具系统性不足

总体来看，在3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中，《意见》只选择和运用了环境型政策工具（89.83%）和供给

型政策工具（10.17%），放弃了需求型政策工具（0%）。三大类型政策工具之间的结构不合理，而且每

个政策工具内部也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集中在目标规划（28.81%）、法制管制

（32.20%）和策略性措施（20.24%），而较少涉及财务金融（3.39%）和税收优惠（5.09%）的政策工

具，其虽然体现了政府对支持鼓励、引导规范的高度重视，但缺乏配套的、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手段。

供给型政策工具仅涉及少量的公共服务（6.78%）和资金投入（3.39%），整体使用不足。环境型政策工

具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失衡，需求型政策工具缺位，政策的整体性关照和系统性思考不足，这是

《意见》政策文本中存在的最大缺憾，这种不均衡的政策工具组合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宗教公益慈善的健

康有序及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在未来完善政策体系时需要着力突破的地方。

五、政策建议

（一）补齐短板，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聚合效度

1. 重视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等供给型政策工具

人才培养政策工具。中国宗教公益慈善活动的参与和管理日趋专业化、规范化、市场化、现代化，

而从事宗教公益慈善活动的人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技能缺乏、人员不稳定，迫切需要的高级管

理、项目运营、专业服务和宣传推广等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这成为制约中国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政府应该重视人才培养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完善，助力培养适应中国宗教公益慈善现代化所

需的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制约中国宗教公益慈善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

技术支持政策工具。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

用方兴未艾。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驱动下，慈善数字化、慈善网络化、慈善智能化应运而生，

为宗教公益慈善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和目标。政策工具理应关切和回应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要求，努

力强化技术支持政策工具这个弱项。

信息服务政策工具。在信息化时代，宗教公益慈善的发展更需要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为其提供资

源捐赠、资源配送、服务提供和服务监管等信息服务。政府拥有健全的信息服务体系和强大的信息系

统功能，能在慈善信息的有效传播、社会求助与慈善资源的信息衔接、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等方面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形成各环节信息的有效对接，进而提供及时、准确、全面、共享的信息服务，是助推

中国宗教公益慈善发展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

基础设施政策工具。基础设施是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宗教界自身存在场地有限、条

件亟待改善的需求，政府应该鼓励社会企业和组织等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提供场所和便利条件，

并将一些闲置设施和空间提供给宗教界，实现设施空间的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2. 强化购买服务、市场塑造等需求型政策工具

随着政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推进我

国宗教公益慈善健康有序发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需要充分利用需求型政策工

具，以增强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内生动力。具体措施如下：一方面，强化购买服务政策工具，利用政

府财政资金，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购买宗教公益慈善服务，探索把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加强和创新宗

教公益慈善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补齐市场塑造的政策工具短板，既要完善国内市场，又要开

拓国际市场，特别是要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增强培育中国宗教公益慈善国际化组织的政策

手段，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中国宗教公益慈善在国际慈善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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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结构，系统优化政策工具的内容体系

1. 平衡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

结合我国宗教公益慈善发展所处的阶段来考虑，随着专业化公益慈善组织异军突起，“慈善革命”

风起云涌，发展环境已与《意见》出台时截然不同。未来政策的优化和完善方向应该是适当降低环境

型政策工具的频率，提高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力度，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内容。从环境面到供给面和

需求面，系统性谋划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既要保证政策工具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发

力，形成“推—拉”聚合力，又要确保环境型政策工具更加适应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只有协

调好政策工具的平衡性，加强政策工具的统一性，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政策工具的聚合力，共同推进中

国宗教公益慈善发展的专业化、规范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公益

慈善模式，以至使其成为公益慈善活动主体之一。[ 20 ]

2. 重视政策工具的内容细化和可操作性

宗教公益慈善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和矛盾，存在定位不明确、法制建设滞后、相关政策体系散

乱、限制广泛、整体实践效果不佳等问题。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政策目前仍多属于

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法规，没有配套办法，不便于操作和执行，亟待具体细化和进一步完善。例如，

宗教界在宗教场所外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合法性模棱两可，宗教公益慈善组织优惠政策难落实，各级

主流媒体对宗教公益慈善活动的宣传报道选择性“失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建

立“积极性”宗教公益慈善政策，明确法律禁区，减少相关限制[ 21 ]，更需要党和政府细化政策法规，

着力解决宗教界参与公益慈善的合法性、登记注册、界限和优惠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优化宗教公益慈

善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与时俱进，积极推进政策工具的创新发展

《意见》的颁布实现了中国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软着陆”。但是，宗教公益慈善活动领域宽、专

业性强，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虽然党和政府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但多年积弊一时难

除，改革面临重重阻力。宗教公益慈善要想寻求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与时俱进，走专业化、

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充分激活各类市场机制，积极发展如慈善信托、创投、金融等市场化驱

动的创新业态，从而推进宗教公益慈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突出矛盾中展现优势，有所作为，做出贡献。

政府要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在政策工具的创新发展上做出系统安排，破除我国宗教公益慈善发展

中的制度障碍。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中，广泛吸纳先进理念，将传统的运行方式与现代公益慈善

的运作规则结合起来，助力政策工具的创新发展，立足实践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将经过实践检验的

成熟有效的政策工具吸纳到相关政策法规中，提高政策工具选择使用的合理性、系统性，提高政策的

创造性、科学性、前瞻性，引导和支持宗教界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慈善形式，充分激发宗教界从事公

益慈善活动的活力和创造力，补充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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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olicy of Religious Chari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

--Taking“Opinions on Encouraging and Regulating Religious Circles’’rticipation in Public Welfare Charitable Activities”

as an Example

ZHANG Yun-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Yangtze Normal Univeris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o correctly select and design policy tools for religious public charity and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policy system
are prerequisites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public cha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Policy content
distribution and policy tools are variables for comprehensively describing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cy system
which can basically tell“what to do”and“how to do”about the policy. Through analysing the features of the selection and de⁃
sign of policy tools in“Opinions on Encouraging and Regulating Religious Circles’Participation in Public Welfare Charitable
Activities”promulgat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religious public charity policies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flow of envi⁃
ronmental policy tools, the imbalance of supply-based policy tools, the absence of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the insufficiency
in overall policy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vides three proposals for the future policy design: firstly,
to make up the short to fully exert the convergent validity of policy tools; secondly, to adjust the structure to systematically opti⁃
mize the content system of the policy tools; and thirdly, to keep pace with time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policy tools.
Key words: religion;public charity; policy tools; content analysis; policy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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