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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财政部就《政府购买服务管理
办法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 》在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
法 （暂行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关于绩
效管理的要求；8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
的指导意见》。 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管理
将更加科学有效。

代表性事件：
6 月 26 日，财政部就《政府购买服务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
见。 在此之前，全国各地政府购买服务执
行的是《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
行）》。 从《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政府
购买的主体和承接主体更加明确， 强调
合同管理与信息公开， 并对政府购买服
务的绩效管理作进一步加强， 对绩效评
价的责任主体、实施形式、结果运用等作
出了相应要求。

8 月，财政部又发布《关于推进政

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
导意见》。 该《指导意见》选取 10 个省、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第三方绩效评价试点，以此完善政府购
买服务绩效指标体系，探索创新评价形
式、评价方法、评价路径，稳步推广第三
方绩效评价。《指导意见》 对政府购买
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相关主体
责任、评价范围、评价机构、指标体系、
工作开展、结果应用、经费管理、信息公
开、监督管理等均提出了明确要求。

5. 购买服务：修改办法，加强评价，资金使用趋向规范

7 月，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发布 《社
会组织经济规模 （N-GDP）测算研究报
告》。 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是指一定时期
内法人社会组织产出的新增产品和服
务及其相关价值总和 。 报告显示 ，全国
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 2789 亿元 ，占
当年 GDP 的 0.37%， 占当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的 0.73%。

代表性事件：
7 月 16 日，“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

（N-GDP）测算”研究成果发布会在京召
开。 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万众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马庆钰教
授做了研究成果的汇报。 马庆钰表示，此
次测算研究采用分层系统抽样方法，总
共对截至 2016 年底在民政系统登记的
社会组织的各自增加值规模、 社会组织
活性程度等 16 个数据进行了测算。

研究成果显示，2016 年全国社会组
织增加值总量约 2789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0.37%， 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0.73%。 而同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支出约
6373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0.86%，约占当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1.66%。

马庆钰认为， 虽然中国社会组织正
在成为经济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 但从
GDP 占比来看， 我国社会组织与发展中
国家同行相比仍然有数倍差距，“这与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太吻合， 说明社会
力量的经济能力需要继续得到国家政策
杠杆的针对性支持”。

8. 研究报告：规模测算，N-GDP出炉，仅占 GDP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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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关注

1 月，“冰花男孩” 的照片在网上引起
广泛关注， 社会力量纷纷捐款帮助这名
“冰花男孩”。 而后，则有网友质疑捐赠款
项没有全部发给“冰花男孩”。 鲁甸县教育
局局长则回应称，在捐赠人没有指定的情
况下，款项将用于解决类似“冰花男孩”一
样的孩子的问题。 该事件引发全民对于募
捐发起说明及善款使用有效性的讨论。 慈
善捐赠常识在中国的普及任重道远。

代表性事件：
1 月 9 日，云南昭通一名头顶风霜上

学的孩子照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照
片中名为小满的孩子站在教室里， 头发
和眉毛已经被风霜粘成雪白，脸蛋通红，
穿着并不厚实的衣服。 有网友表示“看着
好心疼”。 事件被报道后，很多社会力量
纷纷表示要帮助“冰花男孩”。 1 月 10 日，
共青团云南省委、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等组织和带领青年志愿者，深入“冰
花男孩” 所在的学校鲁甸县新街镇转山
包小学，为在校的 81 名学生，每人现场

发放了 500 元的第一批“暖冬补助”。
然而随着后续报道的深入， 有网友

质疑“捐赠机构收 30 万元善款‘冰花男
孩’仅得 500 元，无法保证把捐款全部用
到孩子手上”。 1 月 16 日，鲁甸县教育局
局长陈富荣回应表示， 在捐赠人没有指
定的情况下， 将用于解决类似小满一样
的孩子的问题，大家都能够分享。“如果
把 30 万都给了小满，这应该也不是捐赠
方真正的目的，所以以点带面，让这个区
域的孩子们都能够实实在在得到社会各
方面的关爱。 ”

6. 社会捐赠：“冰花男孩”，先捐后疑，慈善常识亟待普及

4 月，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榜在
水立方发布。 上榜慈善家共 172 位，2017
年度合计捐赠 76.0817 亿元。 上榜慈善企
业 721 家 ，2017 年度合计捐赠 120.7864
亿元。 与 2016 年度相比，呈现明显增长
态势。 同时揭晓的还有中国基金会榜单、
中国慈善明星榜。 《2017 中国慈善捐赠蓝
皮书 》同时发布 ，对 2017 年度公益慈善
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

代表性事件：
4月 25日，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

榜在水立方正式发布。 本届中国慈善榜入
榜慈善家共 172位， 合计捐赠 76.0817 亿
元。与上一届中国慈善家榜的 201位、74.12
亿元相比，入榜慈善家数量有所下降，但捐
赠额不降反升，平均捐赠额由 3687万元增
长到 4423万元，捐赠力度进一步加强。 入
榜企业共 721家， 总捐赠额超过 120.7864
亿元。 从第十三届中国慈善企业榜的 349
家、48.67亿元，到上一届的 414家、71.1553

亿元，再到本届，数据统计显示，我国企业
大额捐赠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过去的十四年里， 中国慈善榜共记
录了 2118 名慈善家和 5326 家慈善企业
的大额捐赠数据。《公益时报》社社长刘
京作为发布方强调：“探索数据背后中国
公益的发展逻辑， 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稳
定需要缩小社会上的经济分化， 缓解草
根和精英之间的矛盾， 中国企业家参与
社会事务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愿望， 在经
济快速发展后得到了释放。 ”

7. 捐赠数据：中国慈善榜发布，全景展现，大额捐赠明显增长

社会力量参与汶川抗震救灾迎来十
周年。 各界纷纷举行纪念活动，总结十年
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经验 ，
展示十年建设成果。 从无序到有序，从单
打独斗到平台共建， 从民间自发到官民
协同， 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在反
思中走向专业化之路。

代表性事件：
5 月 7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北京

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共青
团四川省委及多家社会组织在北京共同
举办“灾害风险管理助力脱贫攻坚———

512 汶川地震十周年研讨会。 5 月 9 日，
“社会力量参与汶川抗震救灾十周年纪
念活动”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拉开帷幕，
2018 灾害应急救援论坛也是此次活动重
要内容之一。

回顾 2008 年至 2018 年的十年间，我
国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公益组织数量、
投入救灾款物规模不断递增， 涉足的救
援领域以及救援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
态势。 公益组织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专业
能力，创新灾害救援模式，在应对自然灾
害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组织灵活、服务多
样的优势。 公益组织救灾模式也从属地
救灾逐渐转向联合救灾， 从单纯的紧急
救援转向防灾减灾、备灾、救灾以及灾后
重建全领域灾害风险管理， 救援项目从

“赠予”式向受益人“参与式”、“合作式”
多重模式发展。 社会力量通过全方位参
与灾害援助工作， 不断创新打造适于受
灾地区发展的援助项目， 这其中包括中
国扶贫基金会“美丽乡村”、“善品公社”
项目、壹基金“韧性家园”项目等。

9. 抗震救灾：汶川地震，十年祭奠，社会力量在反思中前行

3 月 ，民政部对外公布了 《高级社
会工作师评价办法 》，标志着我国建立
了初 、中 、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评价体系 ；10 月 ， 国家卫健委
公开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考核指标 》，医务社工
制度首次被单独列为一级指标 。

代表性事件：
3 月 21 日， 民政部网站正式对外公

布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 办法

明确， 高级社会工作师实行考试和评审
相结合的评价制度。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价主要有四点原则： 一是坚持水平评价
类职业资格定位； 二是采取考评结合评
价方式；三是实行全国统一发证制度；四
是明确以服务能力为评价重点。 该办法
规定，必须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资格
后，从事社会工作满 5 年方可报考。 办法
还强调， 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
势，逐步推动具备条件的行业协会、专业
学会等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有序承接高
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工作。

10 月底，国家卫健委公开《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考
核指标》， 医务社工制度首次被单独列为
一级指标，其分值占总分的 6%。 有了这一
考核指标，如果医院没有按要求设立医务
社工制度，将面临考核减分的风险。 因此，
医务社工制度在我国医院中的普及将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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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会工作：职业晋升，岗位设置，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