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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社会捐赠总量估算为 1346亿元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 � 6 月 1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慈善
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7)》（以下简称蓝皮书） 发布
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显示，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69.9
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 33.5 万个，
基金会 5523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35.9 万个。

2016 年，社会捐赠总量预期
将达 1346 亿元。 其中，基金会系
统接收的捐赠总额预估为 489 亿
元; 慈善会系统捐赠款物预估为
348亿元;民政系统接收的社会捐
赠款物为 70.83亿元，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接收捐赠测算为
194亿元，其他类捐赠接收主体接
收捐赠的数额约为 244亿元。

2016 年的社会捐赠总量加
上全国志愿服务小时折算价值
495.65 亿元， 合计为 1842 亿元。
2016 年中国彩票销售总量达到
3946.4 亿元， 筹集彩票公益金
1039 亿元。 将彩票公益金算进
来， 那么，2016 年中国全核算社
会公益总价值为 2881 亿元。

与 2015 年相比较，2016 年
社会捐赠总量增长率为 10.7%;志
愿服务捐赠小时折算价值总量
增长了 19.6%;彩票公益金筹集总
量增长率为 5.8%，全核算社会公
益总价值增长率为 10.5%。

蓝皮书指出,2016 年是中国
慈善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国
家与社会更紧密地联手推动慈
善事业发展的一年。 国家推动慈
善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境外非政府
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及相关
配套法规在 2016 年度的密集出
台上，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所有慈善活动，不论是境内
还是境外慈善主体的活动，都有
法可依了。 中国实现了慈善法制
的完整塑造，中国慈善事业进入
了依法治理的时代。

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监管
加强

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主要是

内地居民在境外，特别是在香港
地区注册，并在境内开展活动的
组织。 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在
2007 年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
问题，社会公众受到欺骗，合法
的社会组织利益受损。

2016 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出台，使治理离
岸社团、山寨社团从事后阶段前
移到事前阶段，有效地压缩了这
两类社团的生存空间。

从 2016 年 3 月起，民政部开
始连续曝光离岸社团、山寨社团
的名单。 截至目前，民政部已经
曝光的离岸社团、山寨社团数量
达到了 1293 家。 民政部与百度
公司合作，在百度百科中对被曝
光的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专门加
以标注。 新浪微博根据民政部名
单通告， 对 2169 个与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有关的账号进行了处
理。

全 国 基 金 会 数 量 超 过
5500 家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心
实时统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国范围内已经注册的基金
会数量达 5545 家， 比 2015 年同
期的基金会数量增加 674 家，年
增长率为 13.84%。 其中，全国共
有 1565 家公募基金会， 占全国
已注册基金会总数的 28%; 还有
3980 家非公募基金会，占全国已
注册基金会总数的 72%。 同 2015
年相比，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在全
国已注册基金会总数中的占比
增加 4%。

从基金会数量增长趋势可
以看出，《慈善法》通过后，公募
基金会数量增加的速度大幅下
降;同时，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成立
的审批权下放、取消业务主管部
门要求， 进一步降低了注册门
槛，大大加快了非公募基金会的
发展。

2005~2016 年， 非公募基金
会数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9%，其
在全国已注册基金会总数中的
比重不断上升。 截至 2016 年底，
全国共有非公募基金会 3980 家，
占全国基金会已注册总数的

72%。
尽管 2016 年新成立的基金

会总数与 2015 年度基本持平，
但与 2015 年相比，非公募基金会
的增长速度明显更快，这种变化
与《慈善法》生效密不可分。 2016
年共有 674 家基金会注册成立，
其中仅有 18 家公募基金会，比
2015 年注册成立的数量少了 39
家; 而其中 656 家新成立的基金
会是非公募基金会，占当年新成
立基金会总数的 97.33%，比 2015
年注册成立的数量有所增长。

在 2016 年新成立的 674 家
基金会中，市县级基金会数量为
257 家， 占当年新成立基金会的
38%，较 2015 年的 272 家略有下
降;省级基金会数量为 408 家，占
当年新成立基金会数量的 61%，
比 2015 年的 355 家有所增长。

企业型、 高校型基金会表
现抢眼

全国 3980 家非公募基金会
中，企业和高校发起的基金会在
2016 年表现非常抢眼。 2016 年
底，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共有
763 家， 占全国非公募基金会总
数的 19.17%。 其中，广东省企业
发起设立的基金会总数高达 179
家，是全国企业基金会数量最多
的省份。

全国第一家学校发起成立
的基金会是在 1992 年注册的，以

高校为代表的学校发起成立的
基金会在数量和资产上表现突
出，也是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增长
的主要部分。 这几年，全国学校
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持续增
长。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学校发
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已达 712
家。

学校类别不同，其发起成立
的基金会数量也有所不同，就
2016 年、2015 年情况来看， 几类
学校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比
例大体相同。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学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
量最多，达到了 466 家，占全国
学校基金会总数的 66%， 是中小
学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总数 (165
家)的 2.8 倍之多。

高校基金会财务规模增长
迅速，其中净资产总量的增长非
常突出。 根据 2015 年净资产排
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年底净
资产为 51.73 亿元， 北京大学教
育基金会年底净资产为 40.25 亿
元，分别位居全国所有基金会的
第一、二位，这也进一步拉高了
北京地区的非公募基金会净资
产总量，继续位列全国不同地域
的基金会净资产总量的排名之
首。 同时，全国学校基金会的净
资产总量也占非公募基金会净
资产总量的一半以上。 根据基金
会中心网数据中心统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学校基
金会净资产总量为 309.57 亿元，

占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总
量的 45.60%。 拥有汇集校友资源
的天然优势，学校基金会为推动
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开展学校建设、进行奖学助学
等。

妇女反贫困面临挑战

蓝皮书指出，精准扶贫阶段
的妇女反贫困也面临着一些挑
战：

一是资金短缺，难以催生好
的可推广的项目案例。 扶贫资金
相对额度较大、周期较长，使很
多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难以担
当。 近年来，政府开始尝试拿出
部分资金向公益组织购买服务，
但这些项目多属于“短平快”的
类型，资金小，周期短。 同时，从
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看，这些资
金多来自民政、残障、救助等相
关部门，而国家扶贫资金反而在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
过程中销声匿迹了。

二是妇女/性别与发展人
才断链。 当“精准扶贫”呼唤更
多的社会组织扎根社区时，却
发现具有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
数量有限， 既缺少能够对政策
产生影响的重量级专家， 更缺
少在社区有实施行动研究能力
的学者兼行动者， 亦缺少在一
线为目标人群提供对口服务的
实际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