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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国慈善捐赠突破 4100亿美元大关
美国捐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6 月发布的数
据显示， 美国 2017 年度慈善捐
赠总量达 4100 亿美元， 约合人
民币 26818.51 亿元， 同比增长
5.2%（剔除通胀因素后增长 3%），
增长 389.64亿美元。创美国捐赠
历史记录，占 GDP总量 2.1%。

2017 年， 得益于美国经济
利好，证券市场强劲增长，投资
收益大大增加，慈善捐赠也显著
增多， 出现了两笔超过 10 亿美
元的捐赠。这也表示美国的财富
阶层热衷于通过捐赠个人财富
为提高社会福祉贡献力量。

2017 年， 美国个人捐赠
2866.5 亿美元， 比 2016 年增长
了 5.2%（剔除通胀因素后增长
3%）。 美国基金会捐赠增长 6%

（剔除通胀因素后增长 3.8%），
达到 669 亿美元。美国遗产捐赠
量达到 357 亿美元， 比 2016 年
增长 2.3%（剔除通胀因素后增
长 0.2%）。 企业捐赠增长了 8 个
百分点（剔除通胀因素后增长
5.7%），共计 207.7 亿美元。

由于财富的增加、新技术以
及新理念的普及，美国的捐赠人
变得越来越“精明”，他们投入更
多“真金白银”， 并不断追求创
新，将为每个人带来福利。

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网的
数据分析，美国慈善捐赠中个人
捐赠占比超过 70%。 过去 7 年，
基金会捐赠量显著增加。其中连
续五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7.6%。
2017 年，由于救灾救援的需求，
企业捐赠增长了 4.05 亿美元。

捐赠领域方面，宗教领域接
收捐赠 1273.7 亿美元， 增长
2.9%； 教育领域接收捐赠 589.0
亿美元，增长 6.2%；人类服务领
域接收捐赠 500.6 亿美元，增长
了 5.1%；基金会接收捐赠 458.9
亿美元，增长了 15.5%；健康类
机构接收捐赠 382.7 亿美元，增
长了 7.3%； 公益类组织接收捐
赠 295.9 亿美元， 增长了 7.8%；
艺术、文化和人文科学领域接收
捐赠 195.1 亿美元 ， 增长了
8.7%； 国际事务领域接收捐赠
229.7 亿美元， 减少了 4.4%；环
境与动物保护领域接收捐赠
118.3 亿美元，增长了 7.2%。

2017 年是美国基金会接收
捐赠增长最快的一年，增长率达
到了 15.5%，主要与大慈善家进

行的超大额捐赠有关，例如戴尔
夫妇、扎克伯格夫妇给他们基金
会的巨额捐赠。 2017 年，在 9 个
主要捐赠领域中，有 8 个取得了
显著增长。唯一下降的捐赠领域
是针对国际事务的捐赠，但是捐
赠规模仍然很大。

礼来慈善学院 Patrick M.
Rooney 博士评价道：“几乎每个
慈善领域接收的捐赠都有大幅
增长，表明慈善组织能够与捐赠
方搭建有效沟通，使其明确慈善
组织的影响力和支持需求。 虽然
现在还不太清楚最近的政策变化
是否会影响慈善捐赠的时间和总
量，但可以肯定，随着 2017 年底
联邦政府税收政策的调整， 与捐
赠者建立牢固、持续的关系将变
得更加重要。 ” （王勇）

精准扶贫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
真贫”、“真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党中央庄严承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一个也不能少；共

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
江西莲花县曾是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湘
赣革命根据地老区，经济基础比
较差，发展底子比较薄。 在推进
精准扶贫的工作中，该地区任务
繁重，无论在产业、科技、教育、
医疗、文化及三农等领域均需要
不同程度的助力和提升。

为推动江西莲花县精准扶
贫工作，探索并开展更有效的精
准脱贫方式，2018 年 5 月 25 日，
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指导发
起、《公益时报》社主办、江西莲
花县委县政府协办的“江西莲花
公益行”正式启动。

本次公益行活动经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精心组织、 广泛
动员，有来自景华公益基金会、
思源天明公益基金以及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下设的工作委员
会和专项基金等机构的 35 人
受邀同行， 共赴莲花县扶贫调
研，并为当地带去“美好成长”
百县少儿美术教室公益项目、
“长征带” 教育扶贫播种计划、
“为了妈妈”贫困地区乳腺癌防
治项目和美好社区计划等 4 个
项目，向当地捐赠 20 台便携式
心电仪 、60 套儿童图书和 500
本婚姻法律书籍。

6 月 26 日，“江西公益行”爱
心之旅再次出发———由中国社
工联合会国际科学和平促进委
员会(以下简称“和促会”)和天津
市景华公益基金会携手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再次赴江西莲花
县举行公益捐赠仪式，助力脱贫
攻坚。

出席此次捐赠仪式的有：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国际科学和
平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吴存瑜、副
秘书长赵明霞，天津市景华公益
基金会会长张景华、 秘书长马
欣，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副秘书
长、 景华公益基金会理事张晓
丽，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智慧学习
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曹炜，中国翰
林书画院副院长严浩，沃肽美北
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
丽娜和莲花县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林俊江， 县政府副县长童道
雄，县民政局局长彭金强，甘祖
昌红军小学校长周金宜等。

会上，吴存瑜表示：“江西莲
花公益行”活动是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代表党中央庄严承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
同富裕路上， 一个也不能掉队’
的具体行动，同时，也是我们深
入革命老区学习，继承和弘扬革
命光荣传统的难得机会，特别是
能来到以开国将军甘祖昌名字

命名的红军小学， 受益匪浅，感
受很深。 因为这里真真切切地体
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 老革
命、老红军、老党员践行党的宗
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荣
之旅。

莲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林俊江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发起此次活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他说：“理想是人生的太阳，是催
人奋进的动力，少年有志则国家
有望。 希望甘祖昌红军小学的同
学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从小养
成优良品德，培养过硬本领。 ”

和促会、天津市景华公益基
金会和爱心企业代表共同向甘
祖昌红军小学捐赠教育机器人
及课件课程，并向莲花县龚全珍
老阿姨为代表的老党员捐赠慰
问品。 会后，还举办了青少年成
长教育观摩课、教育机器人公开
观摩课等课程。

此次江西公益行，共捐赠爱
心物资总价值 30 万元， 对莲花
县的对口帮扶工作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边俊生）

《江西公益行 走进莲花县》捐赠仪式在甘祖昌红军小学举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