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公益慈善总指数情况（排名前十）

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情况（前十位）
� � 2016年 12月 26日， 中国慈
善联合会在北京发布了第四届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中国
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是专业衡量
区域慈善事业发展水平的综合监
测和科学评价的指标体系， 按照
社会捐赠、志愿服务、慈善组织、
经济贡献、政府支持、慈善文化六
个方面和规模、结构、贡献、可持
续性四个维度对城市公益慈善事
业进行全面评估。 该指数每两年
发布一次，此前已经发布三届，被
社会各界称为“城市爱心 GDP”。
从 2017 年开始，该指数将改为每
年发布一次。

第四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
指数”对 51 个指标进行了统计、
计算，对我国 256 个样本城市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间的慈善发展
水平进行了分析。 256 个样本城
市基本涵盖了我国大陆 87.5%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覆盖
率约达 39%， 覆盖人口约达 7.70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56%左右，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

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慈
善事业总体发展态势良好，捐赠
总额稳步增长, 志愿者队伍不断
壮大,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其中，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无
锡、苏州、长沙、成都、厦门等城
市位居综合指数前列。

城市公益慈善
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分析显示，2014 年至 2015
年间，我国城市公益慈善整体水
平显著提升，在捐赠总额、志愿
者数量、社会组织数量等方面均
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 其中，
2015 年，样本城市的捐赠总额达
到了 463.53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6.28%；志愿者人数为 4619.46 万
人，较上年增长了 9.87%，志愿服
务累计总时长增长了 25.67%；社

会组织总量为 46.79 万家， 较上
年增长了 9.01%。

2014-2015 年度样本城市的
捐赠总额增长明显。 样本城市官
方 统 计 的 捐 赠 总 额 涨 幅 为
6.28%， 较全国捐赠总额涨幅的
6.40%略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
计入全国性基金会等慈善组织
的数据，另一方面与网络捐赠平
台的发展息息相关。 越来越多的
普通民众选择网络捐赠平台来
奉献爱心，网络慈善使捐赠不再
受地域的限制。

此外，2014-2015 年期间，中
国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规模小
幅上升，参与强度亦有增长。 样
本城市的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由
4204.56 万人升至 4619.46 万人，
增长率为 9.87%。 志愿服务累计
总时长为 13.31 亿小时， 比 2014
年增长 2.72 亿小时， 增长率为
25.67%。

同时，城市慈善组织数量也
实现稳步增长，城市慈善组织的
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 2015 年，
样本城市的社会组织数量达到
46.79 万家， 比 2014 年增长了
9.01%，拥有社会组织总数超过万
家的城市共 9 个。 截至 2015 年，
样本城市共拥有社区慈善组织
22.50 万家， 占全部社会组织总
量的 48.10%， 接近半数。 而在
2013 年，全部慈善组织占社会组
织总量的比例，仅为 29%。

值得关注的是, 社区慈善事
业得到了各地政府的重视和大
力支持，社区慈善组织的数量大
幅增长，截至 2015 年，样本城市
拥有的社区慈善组织已接近社
会组织总量的半数。

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数据显示，中国捐赠总额的
地域差异仍然明显。 在综合指数
中位居前 100 位的城市里, 东部

占 64 个， 代表城市有北京、上
海、南京；中部 23 个，代表城市
有长沙、郑州、绥化；西部 13 个，
代表城市有成都、遂宁、吴忠。 此
外，南京、广州、深圳的综合指数
在地级城市中位居前三，而县级
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江阴、宜
兴、昆山。

志愿服务水平方面也存在
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由于人口分
布在地域间的巨大差异，样本城
市中，东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达到了 49.70%，而西部仅占
10.83%。 因此，志愿者数量上，东
部城市的绝对优势明显，占全部
样本城市志愿者总数的 70.36%。

在社会组织总量上，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有东部城市 18 个，

西部城市 2 个。 江苏省有 8 个城
市位列前 20，社会组织发展情况
明显优于其他省份。 浙江省有 3
个城市位列前 20，其中温州市社
会组织总量达到了 28833 家，仅
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在地级
市中表现突出。 西部城市中，成
都和昆明分别排名第 13 和 15
位，这得益于当地政府为社会组
织创造出的鼓励、支持的政策环
境。

城市慈善事业各具特色

该报告显示，县级市和地级
市在捐赠总额方面区别明显。
2015 年捐赠总额排名前 100 名
的城市中，有地级市 71 个（其中

省会城市 10 个）， 县级市 27 个。
这 27 个县级市在 2015 年度的平
均捐赠总额为 9190.10 万元，而
71 个地级市的平均捐赠总额
2.68 亿元。 尽管大多数县级城市
在捐赠规模上无法与“大城市”
相比，但作为县级市的江苏省江
阴市和宜兴市，进入了主要由直
辖市、地级市占据的捐赠总额前
20 名。

由于政府主导的社区、学校
动员参与志愿服务已进行多年，
志愿服务发展水平在各层级城
市之间较为均衡。 志愿者密度排
名前 100 名的城市中， 有 3 个为
直辖市、67 个为地级市、30 个为
县级市。 然而虽然县级城市占比
近三成，这些城市的地域分布非
常不均衡。 30 个城市中有 25 个
为东部城市，中部、西部的县级
城市志愿服务发展水平较低。

新的治理模式、管理方法往
往率先在直辖市、地级市进行试
点， 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也不例
外。 近年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组织不断
发展。 在这方面，北京、上海、南
京、广州、成都等直辖市、省会城
市起着旗帜性作用，其中北京市
社会组织数量已接近 3 万家；深
圳、温州、宁波、大连、无锡等地
级城市的社会组织数量也排名
全国前列。

县级城市虽然在社会组织
总量上与直辖市、省会城市存在
较大差距， 但社会组织的密度，
即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
并不低。 2015 年，有 31 个县级城
市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在
全部样本城市平均水平以上，占
全 部 平 均 水 平 以 上 城 市 的
36.07%。

■ 本报记者 皮磊

城市公益慈善社会捐赠指数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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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发布
北京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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