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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数据揭示公益现状

4 月 25 日，第十五届（2018）中
国慈善榜在水立方正式发布。

中国慈善榜由公益时报社自
2004 年开始每年编制发布。榜单以

寻找榜样的力量、弘扬现代公益精
神为宗旨，以年度实际捐赠 100 万
元以上的企业或个人为数据采集
样本，被誉为中国财富人士的爱心

清单。
过去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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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届（2018）
中国慈善榜入榜慈善
家共 172 位，合计捐赠
76.0817 亿元。

与 第 十 四 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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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仅年度捐赠额在 1 亿元以上的就
有 23 位。

入榜企业共 721 家，总捐赠额
超过 120.7864 亿元。 从第十三届
（2016）中国慈善企业榜的 349 家、
48.67 亿元，到第十四届（2017）中
国慈善企业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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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揭晓的还有中国基金会
榜单、中国慈善明星榜。 通过对收
入支出数据、透明度和媒体热度等
指标的考量，50 家公募基金会和
50 家非公募基金会入选中国基金
会榜单。50 位明星荣登中国慈善明
星榜，林志玲荣获年度最具影响力
明星慈善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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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榜单发布的基础上，主办方
还对年度慈善家、慈善企业、基金
会、慈善项目、明星等进行了表彰，
以旗帜鲜明的扬善！

目前，我国公益慈善行业究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2018 年，一系列研
究报告的发布揭示出公益行业潜力巨大，待发展的地方还有很多。 研究成果显示，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
总量约 2789亿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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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 GDP的 0.86%，约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1.66%。

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榜发布1.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发布2.

� � 11 月 5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在
广州发布第五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
指数。 数据显示，2016 至 2017 年
间，我国城市社会捐赠稳步增长，社

会组织数量持续增加， 政府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 全国城市慈善事业呈
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态势。 其中，
北京、广州、深圳、上海、苏州、南京、

无锡、宁波、成都、长沙等城市
的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第五届“中国城市公益慈
善指数”从社会捐赠、志愿服
务、社会组织、政府支持四个
方面和“结构”、“规模”、“贡
献”、“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对
我国 221 个样本城市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间的公益慈善事
业进行了分析。 样本城市遍
及 26 个省份， 覆盖了 43%的

地级市、23%的县级市，覆盖人口达
6.35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 46%，具
备一定的代表性。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我国
城市慈善事业平稳有序发展。 在社
会捐赠方面， 样本城市 2017 年的
社会捐赠总额为 660.14 亿元，同比
增长 4.86%。

在志愿服务方面，样本城市的
注册志愿者人数为 6218.77 万人，
较 2016 年增加 851.55 万人， 同比
增长 15.87%；年度志愿服务总时长
为 17.94 亿 小 时 ， 同 比 增 长
38.11%， 相当于近 90 万名普通职
工全年的工作时长。

在社会组织方面，样本城市的
社会组织数量显著增长， 从 46.54
万家增加到 50.96 万家， 同比增长
9.69%。 其中，重庆、上海、南京、深
圳、北京、成都等 6 个城市的社会
组织数量均超过万家。

在政府支持方面，样本城市在
两年间通过财政资金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的总额分别为 126.50 亿元
和 139.93 亿元，通过彩票公益金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总额分别为 25.41
亿元和 28.33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62%、11.48%。 这表明，各地政府
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
正在持续加大。

爱心 GDP：城市慈善新趋势3.

� � 2018 年 7 月 16 日，“中国社会
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
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国家行政学
院会议中心举行。

2016 年 6 月，受南都公益基金
会委托， 由来自国家行政学院、中
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
市委党校的 9 位学者，组成“中国
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
研究”课题组，在国家行政学院、北
京万众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马庆
钰教授主持带领下， 着手对我国
N-GDP（N 即 NPO）进行测算研
究。 历经两年，实现了预期目标，获
得了重要发现。

马庆钰教授在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测算研究采用分层系统抽样
方法， 总共对截止到 2016 年底在
民政系统登记的社会组织，包括全
国三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
服务机构、基金会）各自增加值规
模、 社会组织活性程度等 16 个数
据进行测算。

研究成果显示，2016 年全国社
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 2789亿元人民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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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人民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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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在
40 年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复苏发展
期”、“曲折发展期”、“稳定发展期”
和十八大以来的“增速发展期”四
个阶段之后， 已经形成一定的气
候，正在成为经济与社
会建设的生力军，可以
期待其在供给侧多元
供给主体中扮演新的
重要角色。

但马庆钰也表示，
从 GDP 占比来看，“既
便考虑我国社会组织
范围与别国 NPO 范围
的差异”， 我国社会组

织与发展中国家同行相比仍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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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