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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GDP：城市慈善新趋势
� �“爱心 GDP”正在成为城市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风向标。

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
举办的中国善城大会上，中国慈
善联合会发布了第五届中国城
市公益慈善指数（以下简称《指
数》），从社会捐赠、志愿服务、社
会组织、政府支持四个方面对全
国 221 个城市的公益慈善事业
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2017 年， 样本城
市的社会捐赠 660.14 亿元，同比
增长 4.86%；注册志愿者 6218.77
万人，同比增长 15.87%；社会组
织 50.96 万家， 同比增长 9.69%；
财政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139.93 亿元， 同比增长 10.62%。
城市慈善事业呈现快速发展的
态势。

善城大会由中国慈善联合
会、广州市民政局主办。 会上，广
州联合全国近 30 个城市发起
《创建慈善城市·广州行动》（以
下简称《行动》），未来将动员各
方力量，在行业发展、服务体系、
行业组织、人才队伍、慈善文化
和协作机制六个方面采取行动，
促进城市慈善事业发展。

《行动》还提出了城市公益
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形成党
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
分工明确、 布局合理的行业发
展格局。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
主席陈昌智认为，城市慈善是城
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应
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治
理水平，完善扶持政策，健全服
务体系，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助力脱
贫攻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等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

慈善之城的广州样本

在今年的《指数》排行榜上，
广州综合指数得分 89.12 分，位
居全国第二，比上一届提升了两
位， 其中政府支持指数全国第
一。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福清认为，“政府支持”指
数体现出党委政府对慈善的重
视程度。

2012 年，广州出台《广州市

募捐条例》。 这是全国省会城市
首部规范募捐工作的地方性法
规， 其一大特色是向社会组织
开放公募权， 符合条件的社会
团队、 民办非企业和非营利的
事业单位可以依法开展公开募
捐活动。 这标志着广州慈善事
业向“市场化服务型慈善”的方
向发展。

2016 年，《慈善法》 颁布实
施，这一年，广州提出以“人人慈
善为人人”为理念，通过“羊城慈
善为民”行动，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2017 年
初，广州把“深化‘羊城慈善为
民’行动、创建‘全国慈善之城’”
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提
升推进民生社会事业”的一个重
要手段，纳入城市发展战略。

在过去的两年里，广州先后
出台《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鼓励支持企业积极
参与广州市创建慈善之城的意
见》等 18 份政策文件。 目前广州
正开展《广州市慈善条例》的立
法工作，为慈善之城创建提供良
好的政策环境。

此外，广州在全国研发实施
首个区域慈善指数，发布各区慈
善指数报告；建立政府、创投主
体、 社会公众三方共创共投、共
建共享、协同善治的 1+1+1>3 公
益创投“广州模式”；实施“慈善+
互联网”战略，搭建“广益联募”
全国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建成北京路慈善一条
街、海珠湿地慈善公园等慈善活
动基地 151 个； 举办慈善花市、
慈善庙会， 开通慈善有轨专列；
在全国率先成立慈善组织社会
监督委员会，成为广州慈善事业

“第三只眼”。
广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何镜清说，广州以深化“羊城
慈善为民”行动、创建“慈善城
市”为主抓手，按照“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组织运作，社会参与，
人人共享”运作机制，着力打造
引领性的城市慈善发展样本。

数据显示，三年来，广州通
过“广东扶贫济困日”共筹集款
物 16.61 亿元， 慈善捐赠和慈善
活动的年增长率均超过 10%，慈
善信息公开达标率 100%，多个慈
善项目和企业分获“中华慈善

奖”和广东省扶贫济困红棉杯奖
项。

“广州取得这样的成绩，很
不容易。 ”刘福清认为，广州将
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现代的慈善
理念结合得非常好， 在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方面也做
了大量工作，“是一个值得学习
的榜样。 ”

公益慈善融入城市发展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是一套针对城市慈善事业发展
水平进行综合监测和科学评价
的指标体系，被业界称为“城市
爱心 GDP”， 于 2011 年首次发
布。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
彭建梅认为，《指数》见证了中国
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也是
城市慈善发展的晴雨表。

彭建梅记得，首届中国城市
公益慈善指数发布时，全国只有
50 多个城市填报数据，到了第五
届， 填报的城市超过 200 个，她
希望，能够通过指数引导各地将
公益慈善融入到城市发展中，引
领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把城市建
设得更美好。

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
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孟志强看来，
慈善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
力，当前已经有许多城市样慈善
事业纳入了党委政府的重要议
事日程和工作部署，通过多种方
式创建慈善城市。

去年 5 月，成都举行第十三
次党代会， 将成都精神确定为

“创新创造、 优雅时尚、 乐观包
容、友善公益”，公益慈善成为了
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孝军说，成都以激发社区慈
善活力为突破口，以推动企业社
会责任为驱动力， 以扶贫济困、

助力脱贫攻坚、解决困难群众实
际问题为落脚点， 创新体制机
制，汇聚社会慈善力量，建设新
时代友善公益之城。

深圳通过政策创新和制度
创新，优化慈善环境。 深圳市慈
善事业联合会秘书长刘国玲说，
按照政社分离的改革思路，深圳
推行市区慈善会的“去行政化”
改革，使政府回归到慈善事业发
展规划、扶持和监管的角色。

同时，深圳成立深圳市慈善
事业联合会，建立慈善行业自律
机制，提升行业自治能力，推动
形成布局合理、分工协作和竞争
有序的慈善生态格局。 在《指数》
排行榜上，深圳紧随广州，综合
指数排在全国第三。

无锡市提出了“四个纳入”，
将发展慈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相关表彰项目
和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形成推动
慈善事业发展合力。 无锡市慈善
总会副秘书长徐剑说，无锡成立
市慈善工作协调小组，从政策支
持、资源整合、捐赠激励、多元联
动等方面入手，为慈善事业发展
提供刚性支撑。

相互借鉴发挥协同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陈昌
智认为，新时代的慈善事业首要
任务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经济
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

对于城市慈善事业，他认为
要均衡发展。“城市之间可以相
互借鉴、取长补短，一方面发挥
辐射效应，形成以京津冀、长三
角、 珠三角等城市群为中心，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
慈善一体化战略，实现区域均衡

发展；另一方面，发挥协同效应，
把东部地区的优质资源和先进
模式引入中、西部地区，实现全
国协调发展。 ”

国务院参事、中国慈善联合
会乡村振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汤
敏有着类似的观点，认为应该加
强横向合作，发挥公益的共享效
果。“发达省市要走出去，中西部
省市要引进来，现在单车、汽车
都能共享了，为什么公益慈善的
创新不能共享呢？ ”

目前，国家在社会治理领域
大力推动“政社分离”。 中山大学
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如南提出，如
何既坚持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又
能做到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同
时提升专业化和规模化，这是公
益慈善行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善城大会上，广州启动了
国内首个“慈善城市发展研究基
地”， 计划开展城市慈善事业的
规律性、 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
为全国城市慈善事业提供理论
支撑、政策参考和实践指导。 中
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福清说，需要形成一套理论体
系来引导城市慈善事业的发展。

对于广州而言，广州希望输
出创建慈善城市的探索和实践。
广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何
镜清说，广州将加强与中国慈善
联合会等国内外重要组织、城市
和粤港澳大湾区在慈善领域的
合作，参与“一带一路”慈善交
流，打造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
慈善枢纽。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
长彭建梅称之为输出型的慈善
发展策略，广州不应该只着眼于
本土，要有更高的站位，立足广
州，面向大湾区，辐射全中国，主
要对接其他地区，将慈善事业放
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在全国城市
慈善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据《善城》杂志）

� � 2018 年 11 月 5 日，中国善城大会在广州举行。 会上，广州联合全国近 30 个城市发起《创建慈善城
市·广州行动》（本版图片由《善城》杂志提供）

� � 2018 年 6 月 23 日，广州市首趟慈善专列有轨电车开通，列车内
外充满各种慈善元素，打造可移动的慈善传播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