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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举行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2018 年社会捐赠总额超过 900 亿元
■ 本报记者 王勇

� � 7 月 29 日，民政部举行第三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
布会上，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 （以下简称 “慈善社工司 ”）
司长贾晓九介绍了我国慈善社
工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据贾晓九介绍 ， 近年来，民
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大力
推进慈善社工事业发展，各项工
作迈上新台阶。

2018 年度，全国社会捐赠总
额超过 900 亿元 。 截至目前 ，全
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 7500
个，净资产合计约 1600 亿元 ；目
前设立慈善信托 204 笔 ，信托合
同规模约 22.48 亿元。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
模达到 120 余万人，其中 43.9 万
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
书。 目前，全国注册志愿者超过
1.2 亿人， 依法登记的志愿服务
组织已有 1.2 万个。

2019 年上半年，全国销售福
利彩票 977.57 亿元，筹集公益金
281.89 亿元。

慈善社工司主推四方面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和中办
国办《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要求，2019 年 2
月， 民政部新组建了慈善事业促
进和社会工作司。据贾晓九介绍，
慈善社工司设立以来， 在以往慈
善社工事业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主要推进了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完善慈善事业动员和
监管机制。 一是紧抓《慈善法》及
其配套政策的落实，持续推进慈
善组织登记认定工作。 二是协调
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优惠激励
政策，积极引导动员慈善组织等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取得良
好效果。 三是完善慈善组织公开
募捐、信息公开、保值增值等监
管机制，规范慈善行为。 四是继
续推进全国慈善信息平台建设，
加强对互联网募捐的监管，指导
督促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
加强自律。

第二，拓展志愿服务发展空
间。 7 月 24 日，新华社播发了习
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贺
信，贺信对志愿服务工作作出了
重要指示，对全国志愿者以巨大
的鼓舞，也为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指明了方向，下一步要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 一是深入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
要指示精神，组织全国民政系统
开展学习，开展宣传报道和主题
征文活动，建立工作联系点。 二
是贯彻落实《志愿服务条例》，推
动制定配套政策，推进志愿服务
标准化建设。 三是开展脱贫攻坚
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支持实施青
年志愿者脱贫攻坚行动，积极引
导志愿服务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第三，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 一是统筹实施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
疆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计划、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社
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推动
社会工作深入参与脱贫攻坚，支
持深度贫困地区培养本土社工
人才，积极做好贫困群众的“双
扶”工作（扶志、扶智工作）。 二是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2019 年
度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考试，2019 年度考试报名人数
55.37 万人， 比上年增加了 32%，
创了历史新高。 三是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追梦新征程、社工在行
动”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了“中国
社会工作标志”， 营造社会工作
良好发展环境。

第四，规范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 一是配合财政部，全面整治
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福利彩票，
对全国福利彩票机构和代销者
全面开展自查和检查。 二是大力
调整福利彩票快开游戏规则，化
解福利彩票市场风险。 三是完善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制度，有力提
高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慈善法》实施近三年进展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慈善社
工司副司长孟志强介绍了近 3
年来《慈善法》贯彻落实的情况。

一是加强法治建设，完善制
度体系。 联合有关部门在慈善组
织认定登记、 公开募捐管理、慈
善信托管理、 慈善活动支出、互
联网公开募捐平台、 信用管理、
志愿服务、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慈善财产保值增值、公开募捐违
法案件管辖等方面出台了 14 项
配套政策措施，基本构建起了我
国慈善事业的制度体系。 特别是
会同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提
高了企业捐赠的优惠幅度，简化
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审
批流程，扩大了享受慈善捐赠物
资减免税优惠的社会组织范围，
落实了捐赠物资进口免税待遇，
加大了对公益股权捐赠的鼓励
等。 还与 40 个部门联合签署了
慈善捐赠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备忘录。
二是推进信息公开，发展网

络慈善。 建立了慈善组织年度工
作报告制度，将慈善组织和慈善
信托的年度工作情况主动向社
会公布。 建设了全国慈善信息统
一平台———“慈善中国”，通过网
络对慈善组织开展的公开募捐
活动进行备案，持续动态公开慈
善募捐和慈善活动进展情况。 指
定了 2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的网
络募捐行为。 2018 年，网民点击、
关注和参与慈善超过 84.6 亿人
次，一些基金会的网络募捐已经
占到捐赠总收入的 80%以上，其
中，2018 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组织开展的“99 公益日”活动，超
过 2800 万人捐款 8.3 亿元，加上
腾讯等企业的配捐， 总共募款
14.14 亿元， 支持了 5498 个公益
慈善项目。 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
全球网络慈善的引领者。

三是弘扬慈善文化，发展慈
善事业。 为深入持续宣传贯彻落
实《慈善法》，我部连续三年组织
开展 9 月 5 日的“中华慈善日”
专题宣传活动， 持续评选表彰

“中华慈善奖”， 联合有关部门、
地方政府主办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 各级民政部门也
开展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宣
传推广活动，有力地宣传了党领
导下的慈善事业，培育了良好的
慈善文化。 慈善事业整体规模不
断扩大，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方
式更加多元。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目前我国脱贫攻坚进入攻
坚期，民政部积极动员社会各方
面力量，充分发挥慈善、社工、志
愿服务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据贾晓九介绍，第一，动员、组
织慈善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一是协调、推动及配合财政、
税务、 海关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
系列公益慈善（扶贫）领域的税收
优惠政策。 目前已出台了企业扶
贫捐赠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扶
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等政策。

二是以“聚焦脱贫攻坚、共
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筹备召开第
七届中国慈善公益项目交流展
示会，这次展示会设立“脱贫攻
坚主题展馆”、“深度贫困地区专
题展区”和“消费扶贫展”，多措
并举帮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对接慈善资源，交流展示
脱贫攻坚经验做法。 同时，还修
订完善评比表彰制度，将第十一
届“中华慈善奖”50%以上的表彰
名额都集中到扶贫济困领域。

三是通过组织座谈、 调研、
培训等方式直接动员。 今年上半
年已经组织动员了 10 个慈善组
织积极参与西藏等“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和罗霄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实
现了项目对接和资源对接。

第二，积极引导社工机构和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深入参与脱
贫攻坚。

一是持续实施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中央财
政今年已经投入资金 1890 万元，
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选派 1000 名社会工
作者，同时培养 500 名当地的社
会工作者。

二是全面实施“牵手计划”，
指导社会工作先发地区的 332
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一对一牵
手帮扶贫困地区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目标是至少培养 1000 名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 开展至少 300
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截至目
前，中央及各地民政部门共协调
各类资金 4000 余万元予以支持
这个项目。

三是指导中国社会工作教
育协会实施好“社会工作教育对
口扶贫计划”， 促成 200 所社会
工作相关院校与贫困县建立对
口帮扶关系。

四是以民政部彩票公益金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为引
导，推动各地广泛开展一批面向
困难群众的社会工作服务示范
项目， 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树立起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
坚的品牌，年度补助地方资金近
5000 万元。

第三，积极引导志愿服务组
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作用。

一是连续 3 年对全国性志
愿服务组织带头参与脱贫攻坚
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明确提出了
工作要求。

二是举办志愿服务组织能
力提升示范培训，培训名额向深
度贫困县和定点扶贫县倾斜，支
持深度贫困县和定点扶贫县志
愿服务组织加强能力建设。

三是连续 3 年在民政部官
网开设专栏，专门用于宣传展示
志愿服务参与脱贫攻坚的风采
和作用，引导更多的志愿服务力
量参与到脱贫攻坚中去。

四是加强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建设维护和管理使用，为
广大志愿者参与脱贫攻坚服务
提供便捷的渠道和技术支撑。

五是主动沟通中央有关部
门共同推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工作， 商请 15 个中央部门大力
推动本部门、本领域脱贫攻坚志
愿服务；推动中央文明办将参与
脱贫攻坚作为推选最美志愿者、
最美志愿服务组织等先进典型
的重要推荐条件；还会同共青团
中央等部门举办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与志愿服务交流会，专
门设置了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类
项目，向全国推介了一批脱贫攻
坚志愿服务项目典型。

已建立 120 余万人的社工
专业人才队伍

在社会治理中，越来越多的
领域需要发挥社会工作、 社工专
业人才作用。据孟志强介绍，截止
到目前，通过专业教育、职业水平
评价、专业培训等方式，我国已经
建立了一支 120 余万人的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 这个数字较党
的十八大前翻了近四番， 为社会
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具体来讲，在专业教育方面，
目前，我国有 82 所高校开设了社
会工作专科、348所高校开设了社
会工作专业本科、150所高校开展
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

在职业水平评价方面，建立
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纳
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累计
有 33.2 万人取得了助理社会工
作师证书，10.7 万人取得了社会
工作师证书。

在专业培训方面，针对党政
领导干部、 基层社区工作者、社
会工作从业人员，大规模、分层
次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培训，仅去
年一年各地培训规模就达到了
130 万人次。

在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方面，
推动在城乡社区、 事业单位、群
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发了 38.3
万个社会工作岗位， 设置了 5.1
万个社会工作服务站（室），在民
政部门登记成立了 9700 多家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初步建立了广
布城乡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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