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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体育公益白皮书》发布

我国体育基金会共 74家 净资产 31亿元
■ 本报记者 李庆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全民道德文化素质不断提升，中
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体育+公益”是一个新型的发展
业态，体育公益的价值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

体育公益是公益范畴中一
个独特的分支，研究体育公益不
仅能更好地整合资源、 发挥价
值，还能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进
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为此，2019 年 9 月 9 日，清
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联合基金会中心网，共同发布了
《2018 中国体育公益白皮书》，
旨在让更多人支持和关注体育
公益。

74家基金会净资产 31亿元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数据
显示， 截至 2019 年 3 月 6 日，全
国一共有 7201 家基金会，其中的
体育基金会有 74 家， 仅占全国
基金会总数的 1%。

1986 年 10 月 30 日，第一家
体育基金会———四川省发展职
工体育基金会成立以来，体育基
金会数量保持缓慢增加；在 2010
年前的 24 年间， 保持每年平均
增长 1 家；2010 年后的 9 年间，
每年平均增长 5 家。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收录的数
据， 自 2009 年度开始至 2017 年
度，体育基金会共开展的项目数为
1697个，9年共计项目收入 20.8亿
元，项目支出 30亿元。其中涉及体
育活动领域的项目覆盖类型包括
体育活动、体育设施建设、体育人
才培养和运动员支持等。

按照基金会创立和管理类
型进行划分，第一类系统型体育
基金会，是由政府或体育主管部
门发起成立和管理的体育类基
金会， 如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
北京市体育基金会，此类数量最
多有 34 家； 第二类是个人背景
体育基金会， 是由相关法人、自
然人发起创立但独立于出资人
运营管理的基金会，如浙江省陈
伯滔体育基金会、广西李宁基金
会等，目前有 25 家；第三类是企
业型体育基金会，是由企业发起
创办，提供运营资金并且由企业
直接参与运营管理的基金会，如
江苏捷安特自行车文体基金会、
深圳市转动热情自行车体育基

金会等，目前有 ９ 家；此外，其它
类型的体育基金会有 ６ 家。

按照基金会成立的注册地域
划分，目前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包含民政部） 有体育基金
会。 相比而言，经济发达、重视体
育运动的省， 体育基金会数量较
多， 广东省的体育基金会有 18
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其次是浙江
和北京，都是 ６ 家。 此外，在民政
部注册的体育基金会有 ５ 家，包
括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 中国关
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等。

报告显示，体育基金会 2010
年的净资产为 16 亿元， 经过 7
年的发展，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总额达 31 亿元人民
币，净资产年均增长率为 10%。

2010 年年度捐赠收入为 3.8
亿元， 公益支出近 3 亿元，2017
年度总捐赠收入近 11 亿元，公
益支出近 12 亿元， 捐赠收入年
均增长率为 23%， 公益支出年均
增长率为 41%。

自 2010 年起，体育基金会捐
赠收入整体呈上涨趋势，在 2011
年、2013 年略有下滑； 捐赠支出
整体也呈上涨趋势， 但在 2011
年、2015 年略有下滑。

在其他收入方面，据报告显
示，2010 年体育基金会的投资收
入为 1281.4 万元，政府补助收入
为 5263.6 万元；2012 年投资收入
为 1663.8 万元，政府补助收入仅
469.6 万元； 在 2013 年实现了最

好的收入状态 ， 投资收入为
4220.4 万元， 政府补助收入为
3284 万元；2017 年， 投资收入为
3157.3 万元， 政府补助收入为
1470.8 万元。

由此不难看出， 自 2010 年
起，虽然体育基金会的总收入逐
步呈上涨趋势。 但其中投资收入
和政府补助收入的比例变化起
伏不定。

体育设施建设最受青睐

报告中对体育公益活动进
行了分类，大体分为六类。

第一类为体育设施建设，这
一类包含体育设施、 体育器材、
体育用品的配套和支持等。 这类
捐赠是最基本的物质支持的方
式，也是企业在进行体育公益活
动中更愿意采用的方式。 这种方
式不仅履行了自己的社会义务，
也扩展了企业在受惠人群和非
受惠人群中的知名度，树立良好
的企业形象。

第二类为体育文化宣传，主
要目的在于推广体育文化，弘扬
体育精神，鼓励更多的人参与体
育运动。 体育文化宣传类综合各
项的数量相对较多，达到较为均
衡的状态。

第三类为体育人才培养，主
要是培养运动员、裁判员、经纪
人等， 也包括体育后备人才、特
别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 这类

的活动场次和媒体报道量最多，
说明对体育人才的培养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重视。

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中
坚力量，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
要基石，体育人才培养类的活动
场次和媒体报道量都是最多的，
企业非常重视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培训范围小而精，参与活动
的人员都是特定技能人才，社会
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
良好的趋势。

第四类是运动员支持类，是
对生活困难、患有重大疾病等情
况的运动员进行帮助和扶持。 运
动员支持类的各项占比数量都
是最少，活动人数甚至不足 １％，
说明运动员支持这一体育公益
活动的方式还未普及， 有待加
强。 社会对退役运动员、生活困
难、患有重大疾病等情况的运动
员的关注度较低，应加强对他们
的关怀和支持，做好安抚工作。

第五类是特殊群体类，主要
是通过举办体育活动、体育赛事
等形式，募集资金或物品，实现
对需要引起重要或是患有重大
疾病等人群的帮助和支持。

报告显示，特殊群体支持类
的企业数量达到了五分之一，虽
然企业重视社会上的特殊群体 ,
但体育公益活动中举办的活动
次数、活动的参与人数和媒体报
道量都不高，应该创新活动方式
和宣传方式，吸引更多的人群参

与活动，提高曝光度。 应加强社
会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度，帮助他
们渡过难关。

第六类为转移捐赠类，主要
是通过线下或线上的体育活动，
实现捐赠，包括环保、爱心救助
等方面的支持。

转移捐赠类的活动方式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
的，实现线上线下的交互，因其
操作方便、支持范围广而受到群
众的喜爱，参与度非常高，达到
了活动人数的一半，且媒体报道
也较多。 由此说明该方式能广
泛、便捷地调动人们参与的主动
性、积极性，需要更好地利用它
进行体育公益活动。

到了现阶段，大多数互联网
企业和相关的公益机构参与了
这类活动，应该调动其它类型的
企业积极参与。

面临内外部挑战

报告显示，我国体育公益在
发展中也面临着不断的挑战，主
要体现在内部和外部两方面。

在内部方面主要是我国体
育公益事业起步较晚，公益组织
公信力和独立性有待提升，公益
组织管理效率较低，也缺乏充足
的资金来源。

在外部方面：首先，政策和
法律保障不健全。 尚无一套完整
的法律体系和优惠的政策服务
措施，无法保障体育公益活动的
整体实施， 以体育志愿服务为
例，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
法律体系，无法有效地保护体育
公益志愿者的合法权利？ 这会极
大地影响体育志愿者的参与热
情。 国家没有专门为体育公益组
织提供更多优惠政策，国内也尚
未形成相关领域的法条规范。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
在我国，体育公益资源分布不均，
尚未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
经济发达城市， 各种形式的体育
公益活动相继开展，参与人群多，
惠及面广，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
用。而一般的中小型城市，由于经
济实力较为落后、 人们的公益意
识和健康观念受到限制， 体育公
益活动开展的形式少、频率低。在
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经济条件
和地理环境更是不足， 体育基础
设施急需完善和改进， 体育文化
也需要被进一步普及。

最后，社会关注度较低。 目前
我国的公益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截
止到 2017年， 我国的社会组织总
数量已达到 801，083个， 其中，基
金会 6,322 个， 社会团体 373,194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 421,567 个
（《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
告（2018）》）。 如此体量的公益组
织规模， 每年举办大大小小的公
益活动， 但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
公益活动的关注度并不高。 新媒
体时代， 公益活动在社交平台也
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我国体育基金会财产规模（单位：亿元） 我国体育基金会其它收入情况（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