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前，民政部发布《2011 年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
显示，2011 年， 全国社会服务事
业费支出 3229.1 亿元，全年各地
直接接收社会捐赠款物 495.0 亿
元，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未成
年人 17.9 万人次。

全国共有社会服务业机构
129.8 万个

截至 2011 年底， 全国共有
社会服务业机构 129.8 万个，比
上年增长 2.3%，职工总数 1129.8
万人， 固定资产总值为 6989.8
亿元，比上年增加 6.1%。 社会服
务业增加值 2459.8 亿元， 比上
年增长 22.1%，占第三产业的比
重 1.2%。 截至 2011 年底， 全国
通过社会工作师考试的 13421
人，通过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
40755 人。

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
322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7%，
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 3%，与
上年持平。 中央财政共向各地转
移支付社会服务事业费 180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34.7%，占社会服
务事业费比重 56%，比上年增加
了 6.2 个百分点。 社会服务事业
基本建设施工项目 4533 个，全
年完成投资总额 218.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9.4%。

全国共建立
慈善超市 8802 个

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建立
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
善超市 3.4 万个（其中：慈善超市
8802 个）。 全年各地直接接收社
会捐赠款物 495.0 亿元，其中：民
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96.6 亿元， 捐赠物资折款 4.8 亿
元， 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
393.6 亿元。

全年各地接收捐赠衣被
2918.5 万件，其中：棉衣被 1647.1
万件。 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
社会捐款 3.8 亿元，衣被 588.4 万
件，其中：棉衣被 410.2 万件，捐
赠物资折款 2714.3 万元。全年有
1459.7 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 全

年有 950.2 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
域提供了 9272.6 万小时的志愿
服务。

全国共有基金会
2614 个

截至 2011 年底， 全国共有
社会组织 46.2 万个， 比上年增
长 3.7%。 其中，全国共有社会团
体 25.5 万个，比上年增长 4.0%。
全年共执法检查社会团体 890
起， 其中取缔非法社会团体 12
起，行政处罚 878 起。 全国共有
民办非企业单位 20.4 万个，比
上年增长 3.1%。 全年共执法检
查民办非企业 1016 起， 其中取
缔非法民办非企业 9 起，行政处
罚 1007 起。

同时，我国共有基金会 2614
个， 比上年增加 414 个， 增长
18.8%， 其中： 公募基金会 1218
个，非公募基金会 1370 个，境外
基金代表机构 26 个。 民政部登
记的基金会 183 个。 公募基金会
和非公募基金会共接收社会各
界捐赠 219.7 亿元。 全年共行政
处罚基金会 11 起。

另据统计， 截至 2011 年底，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 67.9 万
个，全年共有 35.8 万个村(居)委
会完成选举，参与选举的村(居)
民登记数为 4.5 亿人， 参与投票
人数为 3.6 亿人。

全国有流浪儿童
救助保护中心 241 个

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儿
童福利机构 397 个，比上年增加

62 个，床位 6.0 万张，比上年增长
20.0%。 全国有流浪儿童救助保
护中心 241 个，床位 0.8 万张。 全
年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未成
年人 17.9 万人次。

民政部会同财政部下达
25.2 亿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补
助各地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 截
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孤儿 50.9

万人，其中各类社会福利机构收
养儿童 10.8 万人，社会散居孤儿
40.1 万人。 2011 年全国办理家庭
收养登记 31424 件，其中：中国公
民收养登记 27579 件， 外国人收
养登记 3845 件。

全国共有生活无着人员救
助管理单位 1788 个， 床位 7.9
万张， 其中救助管理站 1547

个，床位 7.1 万张。 全年救助城
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241.0 万人次 ， 其中在站救助
220.5 万人次，不在站救助 20.5
万人次。 全国共有军休军供机
构 2287 个。 其中军休管理单位
1960 个， 可提供休养户数 16.0
万户；军供站 327 个，床位 3.8
万张。

� � 本报讯（记者 闫冰） 6
月 21 日，由民政部政策研究
中心、中国社会报社、中国社
会出版社、 民政部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举办的“2012 首届
幸福中国论坛暨幸福企业建
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艾丰、
保育钧、张文范、孙大午、刘
东华等 30 余位各界知名人
士与会，围绕“国民幸福指数
现状与解构、 和谐社会与幸
福中国的关系、 建设幸福企
业、 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幸
福中国建设” 等议题展开了
深入讨论， 并就推动形成科
学的国民幸福指数评估体系
等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王爱平在论坛发言中表示，
幸福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社会
和谐发展，建设幸福中国的首
要任务就是要促进社会成员
的幸福、家庭幸福，这是幸福
中国的基础。

中国社会出版社社长浦
善新作了《共同努力打造幸
福中国》 的主题发言。 他提
出，提高国民幸福感，建设幸
福中国， 先决条件是要准确
把握影响幸福指数的各类因
素。 他认为，现阶段推进建设
符合中国实际、 科学的幸福
指数评估体系， 需要优先考
虑三个方面： 一是牢固树立
科学发展观， 把幸福指数作
为一种政策目标， 成为衡量

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
二是要加大社会建设的力
度， 纠正重经济建设轻社会
建设的错误倾向； 三是因地
制宜地设定幸福目标。

与会者一致认为， 建设
幸福中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 而建设幸福
企业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
要求， 也是企业参与幸福中
国建设的社会责任。 鉴于我
国当前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还相对滞后，因
而企业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
会责任， 企业家是构建健全
社会、幸福中国的重要主体，
是推动社会进步、 实现幸福
中国的重要力量。

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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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去年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 3229.1亿元，各地直接接收社会捐赠 495亿元

“2012首届幸福中国论坛
暨幸福企业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近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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