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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社会和经济保障现状调查报告（2019）》发布

财务较好的社会组织从业者仅占 5%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受教育水平集中在本科

1054 位调查对象中， 男性
354 人，女性 700 人，男女比例分
别为 33.59%与 66.41%。 2017 年
益宝调研结果显示，调研 777 位
对象男女比为 4：6；2015 年益宝
共调研了 276 位对象，显示男女
比约为 76.92:100。

通过三年的对比可以看出，
男女比差异在逐年越大，表现为
男性占比逐年较少，2017 年男性
占比相对 15 年下降幅度相对较
大（从 43.47%下降至 37.58%），
2019 年男性占比持续减少，尽管
下降幅度相对减小（从 37.58%下
降至 33.83%）。

与 2017 年益宝调研数据相
比，受教育程度在大学和大专阶
段占比增加了 2.22%， 但研究生
及其以上人员比例从 2017 年的
14.67%下降至 2019 年的 9.49%；
高中／中专人群比例几乎没有变
化。 初中及其以下学历的人员从
2017 年的 2.19%增加至 2019 年
的 5.60%。

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第六次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在业人
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凭占比
10.1%。 由此可见，从事公益行业
的人群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平均
水平，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是公
益从业者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公益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
总体维持在较高层次，73.88%的
受访人员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大
学和大专阶段， 比 2017 年益宝
调研数据占比增加了 2.19%，但
研究生及其以上人员比例从
2017 年的 14.67%下降至 2019 年
的 9.29%， 这是否可能意味着公
益行业对于更高学历者的吸引
力在下降？

社会组织从业者的收入仍
然总体较低，并且十分明显看到
财务状况在日趋严峻，一个指标

是负债率逐年提升，一个是低收
入的社会从业者占比出现提高
的趋势。 结合着客观和主观经济
状况综合分析，1/4 到 1/3 的社
会组织从业者目前的家庭经济
状况处于只是勉强过得去的状
态，财务较好的社会从业者占比
仅为 5%。

从业者财务状况日渐严峻

调查数据显示去年总收入
（包括筹款、 购买项目即各类捐
赠等）20 万元及以下的机构占较
大比例，达到 39.22%。

《报告》指出，大部分公益组
织总体而言仍然年度收入非常
少，同时公益行业的机构去年总

收入开始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去年总收入在 50 万元以下的占
57.16%， 去年总收入在 500 万元
以上的约 10%，相差 50 余倍。

和 2017 年数据相比，发现是
社会组织总体收入都不高，在
100 万元及以下占比都保持 70%
（其中收入在 50 万元以下占比
超过 57.45%），总体变化不大（从
79.59%下降至 69.92%）； 但 100
万-500 万元和 500 万元以上的
占比分别从 2017 年的 13.56%和
6.85%增长至 2019 年的 17.83%
和 12.24%。 可见有小部分社会组
织的收入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尤
其是 500 万元以上机构占比增
长明显，意味着未来公益组织可
能也会呈现两极分化。

总体而言，社会组织从业者的
收入仍然总体较低，并且十分明显
看到财务状况在日趋严峻，一个指
标是负债率逐年提升，一个是低收
入的社会从业者占比出现提高的
趋势。结合客观和主观经济状况综
合分析，1/4 到 1/3 的社会组织从
业者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只
是勉强过得去的状态，财务较好的
从业者占比仅为 5%。

合理持续增长的收入是财
务安全和保障的基础。 从 2015-
2019 年三次调研结果来看，社会
组织从业者的财务安全和保障
状况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
随着社会组织从业者年龄提升、
在婚和生育孩子比例提升、家庭
压力日益增大，可以十分明显看
到社会组织从业者的财务状况
在日趋严峻。

九成从业者存在心理压力

参与调查的公益从业者

91.73%存在心理压力， 其中超过
50%的心理压力较大。 经济负担
（66.26%）、工作状况（60.09%）、个
人未来发展（58.2%）是三个主要
的压力来源，经济负担稳居榜首。

22%的公益从业者最近两周
“在做事情时缺乏兴趣和乐趣”
的出现频率在“七天以上”及“几
乎每天”，18.24%的公益从业者表
示她们“情绪低落、抑郁或无望”
最近两周内的“出现频率在七天
以上”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这两个测量指标显示在 1/6 到
1/5 的公益从业者存在较为严重
的情绪问题及状况，亟待关注和
支持。

绝大部分（91.91%）公益从业
者往往只是依靠自我来进行调
节，虽然朋友和家人也是重要的
调节对象，但是比例迅速降低到
约 50%，可以从同事获得所需支
持占比仅约 1/5。 而选择心理咨
询师的公益从业者只有 4.46%。

相当比例的公益从业者心
理压力巨大，有抑郁症倾向的公
益从业者占比近 20%。 最近几年
每年都有公益从业者自杀的案
例，由此关注公益从业者心理健
康、提供心理支持十分重要且紧
急。 鉴于心理支持所需专业性和
心理问题的隐蔽性，国内关注公
益从业者心理健康的项目和行
动非常少。

提出四项建议

《报告》 对目前社会组织从业
人员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需整体加大对于公益从业
者财务安全和保障状况的重视。

从社会发展行业来说，社会
组织从业者的财务安全状况不
仅事关公益行业从业者的吸引
力、 流动率和生活质量问题，也
是公益慈善部门专业化的指标
和重要基础，因此改善社会组织
从业者的财务状况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助力提升公益慈善行业
的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呼吁和建议 ，社会
组织的主管和各资助部门，都
更加需要加大对于社会组织从
业者财务安全和保障状况的关
注和重视， 充分理解社会服务
和公益慈善的特点， 在各类项
目资助和资源分配时安排足够
的人员费用。

2.对社会组织从业者各方面
情况开展持续性评估非常基础
且必要。

建议对我国社会组织从业
者的群体特征和财务安全性、保
障状况等多维度开展持续性评
估和研究，由此我们可以了解社
会组织从业者群体的发展变化
情况，充分发现和总结分析群体
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证
据可以增进我们的理解，帮助确
定有效的策略，监测达到更好从
业者的财务和保障状况的进度。

3.积极推动社会组织从业者
保障状况改善从保基础往全面
多元拓展。

鉴于社会组织从业者的收
入较低， 现金资产积累较少，负
债率较高，同时在婚率、拥有孩
子的家庭比例都相当高，意味着
家庭压力在不断增大，保障作为
最重要的风险分担机制，尤其是
社保和商业保险具有较好的杠
杆效应，是助力社会组织从业者
减轻家庭经济风险和心理压力
的最重要手段。

社会组织从业者的基础社保
已达 80%，逐年提升，这是非常值
得肯定的变化趋势， 由此可以看
出社会各界对于基本社保的重视
程度和行动努力在日益提升。

但与此同时仍然需要看到，
社会组织从业者的公积金缴纳
比例，包括简单而基础的意外险
在内的基本商业保险覆盖率仍
然比较低，到今年为止尚未能达
到 50%，这些都是下一阶段需要
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推动公益组
织从业者的保障从提高基本社
保覆盖率到构建多元丰富保障
体系维度发展。

4.尽快启动为社会组织从业
者提供心理支持。

建议各界一起积极行动，构
建起为我国公益从业者提供心
理支持的全面体系和网络。 包括
公益组织需要加大对从业者心
理健康状况的关注，构建起公益
从业者心理风险发生率的模型
和评估机制，积极整合心理咨询
专业力量为社会组织的员工心
理关怀及支持提供专业协助，开
展公益从业者的心理互助项目，
全面提升公益组织负责人和公
益从业者对心理健康和支持的
关注和行动，开发多元的公益从
业者心理健康产品和服务。

� � 12 月 20 日，由益宝计划发起，联合当代社会服务研究院、北
京城市学院社工实务研究中心共同实施，北京保研基金会资助完
成的《中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社会和经济保障现状调查报告（2019）》
在北京发布。

据了解，此次调研面向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全职工作人员 ，
调查了其基本情况 、社会和经济保障现状 、身心健康状况 、工作
状况等五个部分进行调查 ，共覆盖 32 个省份 ，收回 1054 个有效
样本。

该《报告》在 2015 年和 2017 年对我国公社会组织从业者保障
状况两次专题调研基础上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性调查，旨在通过对
三次调查数据对比，发现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的群体变化趋势和
目前的社会与经济保障综合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组织从业者中，男性占比持续减少，低龄
的公益全职从业者占比在下降、中高龄公益全职从业者占比在提
升；大部分全职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大学和大专水平 ，研究
生学历从业占比下降。

社会组织从业者的财务状况仍然不佳， 呈现日渐严峻趋势。
近六成社会组织去年收入在 50 万元及以下， 一成超过 500 万元；
九成从业者存在心理压力，超过 50%压力较大，经济负担居首，约
五分之一从业者存在较严重的情绪问题，主要依靠自我调节。

公益组织收入的年度对比

33 所工作组织的去年总收入

受教育水平的年度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