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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社会组织筹资现状与发展报告》发布

六成反家暴机构年筹资不到 10万元
■ 本报记者 李庆

六成的筹资总额不到 10
万元

参与本次调研的 30 家社会
组织中，六成的筹资总额不到 10
万元。在这六成社会组织中，30%
的社会组织年度筹资额在 1 万
元以下。 由此可以看出，反家暴
社会组织筹资规划与产品研发
能力不足，总体筹资规模还有待
提升。

仅有 46.87%参与调研的社
会组织每年制定筹资规划。 这些
社会组织中，筹资额度在 5 万元
以内（含 5 万元）的社会组织占
比为 46.15%。 可以看出，筹资规
划的质量不高且其重要性并未
得到重视。 这也是筹资能力建设
中应该加强的工作。

调研结果显示，66.67%的社
会组织主要通过项目计划书开
展筹资，46.67%的社会组织通过
网络募集资金。 在本次调研中，
没有社会组织“为大额捐方定制
筹资产品”。 这表明，反家暴社会
组织目前的筹资方式仍相对单
一，缺乏将公益项目转化为筹资
产品、进行个性化筹资的能力。

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

在资 金 来源 这 一 项 中 ，
76.67%参与调研的社会组织主
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 四成社
会 组 织 选 择 了 公 众 捐 赠 ，
23.33%的社会组织选择了国内
基金会。 可以看出，反家暴社会
组织收入主要来自政府，国内基
金会支持不足。

从社会组织主要收入结构
比例来看，来自政府资金（购买
服务 51.21%和专项资金 7.67%）
占比为 58.88%， 是企业捐赠、公
众捐赠、国内基金会和国际基金
会捐赠比重之和的 1.75 倍，足见
反家暴社会组织对政府资金的
依赖。

国内基金会资助占比为
7.89%，权重在企业和公众捐赠之
后。《2018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
告》 显示，2018 年中国内地共获
得捐赠 1439.15 亿元。 其中，国内
基金会获得社会捐赠的总额为

645.88 亿 元 ， 占 总 捐 赠 额
44.88%， 其获赠金额及比例持续
保持领先。

一边是国内基金会资助在
反家暴领域权重靠后， 一边是
其获得的社会捐赠持续领先。
这说明目前国内基金会对反家
暴领域关注不足、 支持力度有
待加强。

捐赠人管理维护仍需加强

调研发现，反家暴社会组织
采用的传播方式以微信公众号
传播、 线上社群和媒体报道为
主。 然而从筹资结果来看，反家
暴社会组织的自媒体传播并没
有为其筹资提供有效支持。

参与本次调研的社会组织
中，53.33%没有参加过“99 公益
日”活动。 参与过“99 公益日”
活动的社会组织中，50%筹资额
超过 30 万元。 而筹资过百万的
反家暴社会组织全部参与了
“99 公益日” 活动。 由此可见，
参与“99 公益日”的社会组织筹
资规模明显高于未参与的社会
组织。

公众捐赠是反家暴社会组
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目
前多数反家暴社会组织的捐赠
人管理和维护工作还比较薄弱。
本次调研中，75%的社会组织没
有建立捐赠人数据库。 在拥有捐
赠人数据库的社会组织中 ，
56.67%的社会组织数据库规模在
100 人以内。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86.67%
的反家暴社会组织组建了微信
群/QQ 群。 50%的社会组织经常
采用微信/QQ 等在线方式与捐
赠人沟通，46.75%的社会组织会
在电话中反馈项目和其他信息。
采用不定期拜访和年终答谢捐
赠人等方式的社会组织较少。

捐赠人可以在关注反家暴
议题的同时为社会组织提供资
源， 传播社会组织倡导的理念，
是社会组织生存的土壤。 反家暴
社会组织需要做好捐赠人的管
理维护，才能不断茁壮。 这也是
目前反家暴社会组织筹资工作
中薄弱的环节。

筹资能力建设重要且急需

筹资是社会组织生存与发
展的刚性需求。 对于当前的筹资
状况，73.33%的反家暴社会组织
在 10 分制的自评中， 给自己打
了 5 分（含 5 分）以下。 自我评估
在 6 分至 7 分的社会组织占比
为 23.34%，说明绝大部分反家暴
社会组织对自己目前的筹资状
况不甚满意。

本次调研中，66.67%的社会
组织认为筹资能力建设“重要且
急需”。 当被问到“如果有一笔 3
万元的非定向资助，你会优先用
于哪些方面？ ”时，“用于筹资能
力建设”居于首位。 可见在资金
允许的情况下，反家暴社会组织
开展筹资能力建设的意愿非常
强烈。

反家暴社会组织在筹资能
力建设的课程主题选择上，呈现
出多样化的需求。 70.59%的社会
组织注重筹资传播和产品研发，
64.71%选择筹资战略（计划）与组
织发展，近半数社会组织侧重与
捐赠人管理维护。

2020 年，社会组织对筹资能
力建设的形式有新的期待。 其中
40%的社会组织希望可以聘请专
家团队进行辅导。 53.33%参加调
研的社会组织希望在未来一年
中参加筹资相关培训，且没有社
会组织满足于全年只参加一次
筹资培训。

专家辅导、学习小组和同业
交流等均是提高筹资能力行之
有效的路径。 各个社会组织应根
据自身特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制定筹资能力建设的规划，选择
适合的方法与形式，并不断通过
实践进行验证。

缺乏资金仍是主要挑战

对于反家暴社会组织而言，
筹资能力建设是一项战略投资，
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现实中，
开展筹资能力建设的障碍主要
表现在资金、专业人员和视野三
个方面。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80%
的社会组织认为开展筹资能力
建设的主要挑战是缺乏资金，
53.33%的社会组织“找不到相应
的专家”，半数的社会组织“不知
道哪里有专业的课程”。 也有部

分社会组织表示“不清楚（培训）
成效”，担心“没有实际支持，仅
仅靠培训没有效果”。

反家暴社会组织的筹资能
力建设缺乏有力的平台和有效
的机制。 各社会组织虽然有迫切
且明确的需求，但受制于资金不
足，更多情况是零星地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培训。 反家暴社会组
织的筹资能力建设还未形成系
统化、常态化的机制。

在此次调研的深度访谈中，
有反家暴社会组织负责人呼吁，
“希望居于行业生态链上游的国
内基金会、慈善会更加关注反家
暴议题， 助力这一领域的发展，
共同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 提
升反家暴社会组织的筹资能力，
将有利于提升其服务质量，帮助
更多受害者走出家暴的阴霾，从
而构建起全社会参与的家庭暴
力防治网络。

通过灵活的形式、丰富的内
容来回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 ，
并形成长效机制， 是反家暴社
会组织提升筹资能力的有效路
径。 同时，反家暴社会组织应根
据自身特质， 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制定筹资能力建设的规划，
不断通过实践进行验证。 形成
学习、实践、总结，再学习、再实
践、再总结的闭环。 每个环节都
结合实际工作， 设立相应的指
标， 在内部机制与外部资源的
推动与支持下， 能力建设的效
果终将逐步显现。

� � 日前，适逢“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 16 日行动”，《反家暴社会组织筹资现状与发展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同期发布。 该报告从筹资角度深入了剖析反家暴社会组织现状与挑战，为他们提升筹资能
力提供路径指引。

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时至今日，已超过三年。 参与反家
暴活动的主体也从专注这一议题的社会组织延展到儿童、残障、性少数等领域的其他社会组织。然而，
业内目前尚缺乏对反家暴社会组织筹资现状和改进策略方面的研究。

在亚洲基金会支持下，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开展了“反家暴社会组织筹资现状与发展”
调研。调研采用在线问卷方法，收集了全国 15 个省的 30 家社会组织的 5450 个有效数据，样本有效率
为 90.9%。 除问卷外，项目组对 11 家社会组织和 1 家妇联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涉足反家暴领域的社会组织在 2018 年的筹资规模、资金来源、筹资方式、捐赠
人管理维护、筹资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等方面。 旨在进一步提升反家暴社会组织的筹资能力，推动其
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8 年反家暴社会组织筹资规模

2018 年反家暴社会组织资金来源比例

反家暴社会组织对筹资能力建设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