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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政策进步指数（2020）发布

东部地区保持领先态势

综合 2012～2018 年中国慈善
进步指数排名，呈现如下特点：

1.北京连续七年排名全国第
一，东部地区继续保持领先态势。

2012～2018 年，东部地区共 9
个省份进入中国慈善进步指数
榜单前十位，其中北京、上海、江
苏、浙江、广东 5 个省份连续七
年进入榜单前十。 北京市慈善发
展依旧走在全国前列，连续七年
排名全国第一。

2018 年，北京在“组织发展”
“贡献影响”和“社会参与”三个
方面都位列第一， 北京每万人中
有 2726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
服务贡献规模达 7.9 亿元， 备案
22单慈善信托，每十万人拥有 3.4
个慈善组织、116.5个社区服务志
愿者组织（团体），均位列全国首
位，慈善事业发展优势明显。

浙江省在历年排名中稳居
榜单前五，2015～2017 年排名逐
年上升，2018 年榜单排名与 2017
年同样位居第二，备案慈善信托
财产总规模达 9.3 亿元， 位列全
国首位， 每十万人拥有 1.2 个慈
善组织、62.4 个社区服务机构和
设施， 志愿服务贡献规模达 1.0
亿元，均位列全国第二，慈善事
业发展成绩显著。

2.川贵云甘超过五个年份慈
善进步指数排名领先于人均
GDP 排名 10 个以上位次。

2018 年，陕西第二次进入前
十， 对比 2017 年有较大的名次
提升，进步明显，社会组织就业
贡献率达 1.44%，位居全国首位，
备案 13 单慈善信托， 位居全国
第四，彩票公益金人均贡献额为
73.2 元，位居全国第五。

2018 年，湖南是中部地区中
唯一进入榜单前十的省份，也是
2017 年以来连续第二次排名跻

身前十， 慈善事业稳步发展，共
159 个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
格，位居全国首位，514 个社会组
织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位居全国第五。

总体来看，2012～2018 年我
国各省慈善事业发展程度与经
济发展水平不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部分地区的慈善发展水平远
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 2012～
2018 年间，四川、贵州、云南、甘
肃超过五个年份慈善进步指数
排名领先于人均 GDP 排名 10
个以上位次。 由此可见，社会政
策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也
与各地社会政策创新和实施的
力度密切相关。

3.各省整体排名变化不甚明
显，四川青海三年来连续上升。

2012～2018 年， 中国慈善进
步指数各省排名基本稳定。 东部
地区 10 个省份排名较为靠前，
北京连续七年排位居首位，上
海、江苏、浙江、广东连续七年排
名前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排
名较为分散， 东北地区排名靠
后， 吉林和黑龙江都排在第 20～
31 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
东连续七年变化不超过 3 个排

位。 四川、青海两个省份三年来
排名不断上升。

引导慈善力量参与新肺炎
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连
续七年进入中国慈善进步指数
榜单前十的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广东 5 个省份均及时发布了
相应政策，引导慈善力量参与新
肺炎疫情防控。

此次疫情期间，北京出台多
个文件， 涉及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防控、慈善捐赠管理等多个方
面， 要求社会组织积极发挥作
用，当好“第一响应人”，明确社
会组织向湖北省捐赠物资要求、
质量标准、捐赠主体，提出公开
募捐活动信息公开具体要求，并
强调做好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工
作，异地商会做好会员跨区域流
动协调管理工作。

上海在疫情期间出台慈善
捐赠管理、社区防控、志愿服务
相关文件，并率先制定社工专业
服务行动方案和志愿者服务手
册，明确服务目标、内容、对象、
原则和流程，指导相关团体和个

人科学有效开展服务。
江苏在此次疫情期间发布

政策简化优化社会救助工作流
程，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
服务和疫情防控，并加大因疫情
导致基本生活困难人员的临时救
助力度。同时，江苏要求疫情相关
公开募捐活动加强信息公开，规
范管理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并
提出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
及等六方面具体措施促进社会
组织更好发挥疫情防控作用。

浙江在此次疫情期间出台
多个政策文件， 从服务领域、内
容方面指导志愿服务组织和志
愿者有序开展志愿服务，并提出
发挥社会团体特别是行业协会
商会的积极作用，落实疫情防控
举措，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此次疫情期间，广东出台社
区防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工
作、志愿服务参与等相关政策文
件， 动员慈善力量参与疫情防
控，并出台社工、志愿者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指引，引导其配合社
区防控、协助宣传教育、关爱弱
势群体、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协
助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来链接社
会资源以提供物质和心理援助。

93%参与调研的公益机构已
开启移动办公时代， 使用的项目
设计、传播、管理等工具种类也很
多样；但与此同时，实际操作上的
困难也会时常出现， 遇到问题也
不太能够通过产品官网得到解决
办法； 对于相关办公产品的技术
支持的需求真实存在， 有较低的
付费能力，多数倾向于免费辅导；
84%的公益机构都没有做互联网
公益产品的全职员工……

3 月 14 日，北京奇点公益信
息技术服务中心发布的《2020 年
公益机构互联网技术与人才需求
调研报告》给出了上述调研结论。

据介绍，该调研旨在以网络
问卷的形式，调研公益机构的互
联网办公产品使用现状以及互联
网公益项目对技术志愿者的需
求， 结合调研结果得出科学的需
求调研报告， 指导公益产品经理
人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共有 136
家公益机构参与了此次调研。

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作为公益项目实施的主
体———公益机构，公益机构的能
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
公益行业的发展水平。 互联网技
术日新月异，随着 5G、人工智能
技术等发展，我国的公益慈善事
业在互联网应用层面也高速发
展。 互联网与公益的日渐结合，
打破传统媒介渠道忽视中小型
公益机构的劣势，给所有的公益
机构一个展示项目的窗口，一个
发声的机会。 互联网的出现为公

益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挑战。

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互联
网的发展，有利于公益信息的传
播与高速流转，但同时，想要取
得公众信任与支持，公益机构面
临着很多方面的新挑战，例如项
目与资金相关信息的公开程度
已成为公众检验公益机构“好坏”
的重要凭证。 互联网的发展为公
益机构提供了数字化的管理方法
和监督手段， 一些传统的项目设
计和执行理念受到冲击。 公益机
构面临着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项
目设计和执行效率的压力。

93%的机构电子化办公

互联网产品琳琅满目，互联
网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人才队
伍逐渐壮大， 在这一背景下，公
益机构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如何？
他们又需要什么样的互联网技
术与人才呢？

《报告》显示，问卷样本中的
93%的公益机构都已实现电子化
办公，74%的公益机构利用专业
员工与项目管理工具，抖音等短
视频传播软件的使用占比第三，
其次是在线协作类的办公软件
占比第四。 专业项目辅助工具软
件使用占比最低，公益机构与商
业项目之间应用专业工具差距
依然存在。

在互联网软件的使用上，
87%的机构人员都有遇到问题，
其中更有 27%的机构会经常遇
到使用上的困难。 在遇到软件操

作问题时，绝大多数的公益伙伴
选择自行解决，包括网络检索和
多次尝试，也有 62%的人选择找
会操作的朋友请教。

在对互联网技术支持项目
的态度上，60%的公益伙伴选择
免费就使用， 但也可以看到有
37%的公益伙伴愿意低付费地找
他人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在互联网公益项目方面，
《报告》 显示，73%的公益机构有
网络众筹项目，其次 56%的公益
机构有短视频、h5 等网络宣传，
众包协作类项目占比 38%，其次
是 34%的公益机构拥有 app、网
页、小程序、游戏等产品；但同样
需要注意的是依然有 10%的机
构没有上述的互联网公益项目。

但这些项目 57%的都完成
度一般，缺少竞争性；停留在设
计阶段的就有 8%，7％的项目完
成较差；仅有 26%的公益项目完
成较好，各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人

负责。

互联网公益产品全职员工
极少

在互联网技术人才方面，
《报告》 显示，84%的公益机构都
没有做互联网公益产品的全职
员工，其中有一定互联网公益能
力的员工占 28%，兼职占 26%，没
有相关工作者则有 30%的公益
机构。

92%的公益机构会使用微信
公众号等基础新媒体渠道进行
志愿者的招募与交流；27%的公
益机构会使用类似码上公益等
平台进行技术志愿者招募，也有
10%的公益机构会在商业需求平
台招募所需人才； 剩下的 6%的
公益机构据填写内容显示会使
用“志愿北京”类似传统志愿者
招募平台进行志愿者招募。

公益机构对互联网公益志

愿者的需求呈现多元表现，但
82%的公益需求还是集中在传
播/协作；其次是在设计/优化/ui
上表现为强需要；接着是在开发
与设计上公益机构互联网技术
人的需求占 50%；运维/检修以及
项目管理的需求紧随其后。

86%的公益机构愿意付部分
费用给互联网技术志愿者，无论
是薪资还是补贴；但也有 13%的
公益机构不愿意付费聘请技术
志愿者。

人才培养十分有必要

在调研的基础上，《报告》指
出，智慧公益的发展是未来我国
慈善事业的的大势所趋，公益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势必会更好地
服务公益，帮助公益机构解决社
会问题，扶持弱势群体，践行社
会使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
益机构与时俱进，绝大多数公益
机构已使用互联网工具进行日
常办公协作，同时也开展多类型
的公益互联网项目，对于互联网
技术的需求真实存在。 另一方
面，由于公益机构整体的信息化
程度不高，在日常办公和专业互
联网项目上， 缺乏有力的指导，
导致面临多类型的实际操作困
难，使得互联网公益的项目质量
参差不齐，缺少竞争性。 对公益
机构提供有针对性、 可持续性、
低成本的互联网技术支持与人
才培养十分有必要。

84%的机构没有互联网公益产品全职员工

公益机构内做互联网公益产品员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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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发的“中国慈善政策进
步指数（2020）”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 根据测量结果，中国慈
善进步指数（2020）榜单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浙江、广东、
江苏、上海、山东、四川、陕西、湖南、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