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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发布

2017 年社会组织增速创近年新高
为全面呈现中国社会组织

发展面貌，5 月 16 日， 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与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 《社会组
织蓝皮书：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
（2018）》（以下简称“蓝皮书”）。

蓝皮书指出，我国社会组织
近两年快速发展，在国家治理体
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
和提升， 开始迈入发展的新时
代。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把社会
组织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一部分，社会组织第一次被纳入
国家最高层面的机构改革进行
设计， 成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统筹谋划的一部分， 社会组织
成为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中
的一支重要力量主体。 与此同
时， 我国社会组织法律政策体
系正在加速健全和完善， 社会
组织的政治地位、 法律保障和
政策体系日益提升和完善。 我
国社会组织领域取得了十项重
大发展成就，迎来了全新机遇。
社会组织应进一步明确发展定
位，更好地展现新作为。

在社会组织发展态势方面，
蓝皮书显示，2016 年中国社会组
织增速和增长数量继续走低，而
2017 年强势反弹，增长率和增长
数量双双创下近年来新高。

2017 年社会组织达 80.3
万个

根据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组
织网公布的相关数据，2017 年我
国社会组织已达 80.3 万个，较
2016 年的 70.2 万个增加了 10.1
万个，是历年来增长数量最多的
一年。 2017 年增速较 2016 年增
长 14.3%，增速创下了近 10 年的

新高。 2017 年社会组织数量和增
长速度双双创下最近数年来新
高，标志着我国社会组织取得了
发展新突破。

蓝皮书调查显示，从社会组
织三大类型来看，2017 年中国全
国社会团体增加 1.6 万个， 增长
率为 4.7%；2017 年民办非企业
（社会服务机构）比上年增加 3.6
万个， 增长率为 10%；2017 年基
金会数量增加 764 个 ， 增长
13.7%，基金会同比增速为近十年
来最低，但仍然是增速最高的社
会组织类型。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最新数
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
末， 我国共有社会组织 808479
家，其中社会团体 376236 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 425850 家， 基金
会 6393 家。 截至 2018 年 4 月，
我国各省平均社会组织数量达
26050 家； 与 2017 年年末相比
2018 年我国新增社会组织数量
7257 家，省均 227 家；与 2017 年

相比，2018 年我国社会组织数
量增长率达 0.92%；截至 2018 年
4 月， 我国省均基金会数量为
206 家。

蓝皮书指出，产生这样变化
可能的原因：

一是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
政策实施有一定的层层传导和
观望时期，2017 年这项政策得到
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的实施和
执行；

二是社会组织领域的“放管
服”改革正在持续深入，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一定程
度上改善和优化了社会组织的
发展环境；

三是随着社会发展到一个
新阶段，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
认可度、接受度和需求程度都在
持续提升。 因此，在各种因素的
共同推动下，我国的社会组织发
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苏粤浙三省最多
东北地区垫底

蓝皮书根据中国社会组织
网大数据发布的全国登记社会
组织数据资料统计分析， 截至
2017 年底，中国全国社会组织总
量位居前十的省份分别是江苏、
广东、浙江、山东、四川、湖北、湖
南、河南、河北、安徽。 江苏一省
社会组织数量超过全国十分之
一，排名前十的省份占全国份额
接近三分之二。

调查显示，从全国七大区域
来看，社会组织在我国所有区域
都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但华东地
区无论是增长数量还是增长速
度都远远超过其他区域。 特别需
要关注的是，西南地区增速远超
华北和西北，与华南和华中不相
上下。 东北地区社会组织无论是
数量还是增速，在全国都处于垫
底位置。

社会组织发展既有鲜明的
地区不平衡特征，也有突出的城
乡不平衡特征。 各个区域之间存
在发展不平衡，每个区域内城乡
之间发展也不平衡。 各个区域的
城市社会组织发展都远远超过
本区域农村社会组织发展。

从全国社会组织数量位居
前十的城市来看， 城市间社会
组织发展情况竞争加剧， 社会
组织发展的明星城市深圳已被
挤出全国前五名， 仅仅位居第
七。 重庆和南京则分列全国第
二、三位。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的
研究则显示，2013 年至 2018 年，
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率为
58.3%，增长率最高的 5 个省份依
次为甘肃、河北、内蒙古、江西、
陕西，其中甘肃、河北和内蒙古 3
个省份社会组织 5 年增长率分
别为 140%、132.8%和 105.4%，均
高于全国均值的 2 倍， 广西、山
东、青海、辽宁、河南、陕西、贵
州、四川、湖南、广东 10 个省份
高于全国均值。 2013 年至 2018
年间，基金会数量增长率最高的
五个省份依次为河北、 上海、广
西、江西和广东，其中河北基金
会数量增长率达 329%，接近全国
基金会数量增长率的 5 倍，发展
势头强劲。

建 成 社 会 组 织 孵 化 器
1400 余家

据蓝皮书研究统计，在 2012
年，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数量
不到 50 个。截至 2017 年底，据统
计，全国已建成 1400 余家社会组
织孵化器，其中绝大多数是近三
年来建立的。 而且，我国的社会
组织孵化器每年还在以 15%以上
的速度增长。

通过研究发现， 我国社会
组织孵化器在运营中存在运作
资金来源不稳定、 自身能力存
在不足、 缺乏符合条件的孵化
对象、 孵化对象存在动机及意
识上的问题、 孵化过程的组织
难度大、 孵化过程缺乏有效性
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社会组
织蓝皮书建议政府要明确社会
组织孵化器的定位、 不断提升
孵化器的自身能力， 社会组织
孵化器要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
合作关系，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
进行孵化、 完善孵化流程和服
务内容、 优化能力建设培训体
系、打造优秀社会组织品牌。

走出去在加速

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不仅表
现在国内，在中央政策的引领和推
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迈
入国际舞台，并成为参与和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中的一支虽然弱小但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力量。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而

“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引导更多
社会组织参与， 努力形成政府、
市场、 社会有机结合的合作模
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
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搭建
多元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
道，创新合作模式，“要发挥智库
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
络”， 加强民间社会组织往来，

“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
交流，促进包容发展”。

社会组织在科学、 教育、文
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
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有助于为

“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
筑牢社会根基。

蓝皮书指出，虽然已经迈开
了步伐，但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
化进程尚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
阶段， 大家普遍面临着法律法
规、相关政策的缺失，社会认知
水平低下等外部性不利因素，以
及组织自身能力、资源、意识和
能力不足的内部制约。 为了有效
应对这些挑战，准备走出去的社
会组织可以从战略、人才、方法、
资源四个层面入手加以考虑。

首先要确定战略，任何一个
打算走出去的社会组织都应有
中长期的国际化目标和路线图，
并明确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

其次是准备人才，加大对人
才的投入，寻找或培养具有宽广
国际视野和进取精神、熟悉国际
话语体系、有较强跨文化沟通能
力和执行力的人才。

再次要讲求方法，对于本组织
的机构建设、团队建设、跨国沟通
能力建设等设计可行方式。对于适
应国别情况又符合组织总部要求
的具体规章制度、 国际筹资方法、
大众传播路径等，有些可以参考较
为成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做
法，有些则要自己去“摸着石头过
河”，在实践中闯出一条路来。

最后是开拓资源。 中国的社
会组织走出去，绝不可能一帆风
顺， 必然会遭遇重重艰难险阻。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资源提供方
更有耐心， 能够持续提供支持，
使政府、企业界和社会组织之间
真正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信关
系，以便携手解决中国在国际上
面临的问题。 同时，应当借助各
种各样的传播方式来宣传中国
社会组织国际化进程的实践及
其价值，使国内公众能够对中国
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给予更多的
理解、包容和支持。2013-2018 社会组织数量变化（据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TOP10 社会组织数量（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2018 年新登记社会组织区域分布（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