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我国
共有社会组织 88.8517 万家，其
中社会团体 37.2868 万家，民办
非企业单位 50.3391 万家，基金
会 8258 家。

在民政部注册的社会组织
共 2295 家， 其中社团 1981 家，
民非 99 家，基金会 215 家。

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都是
在省级及以下民政部门注册 。
那么具体到每个省来说，社会组
织 (基金会 、社团 、民非 )的数量
各是多少呢？

12 个省份
超过平均数 2.8588 万家

统计数据显示，31 个省份
共有社会组织 88.6222 万家，平
均数为 2.8588 万家，共有 12 个
省份的社会组织总数超过了这
一平均数。

社会组织总数在 5 万家以
上的有 4 个省份，分别是排第一
的江苏省，9.7091 万家； 排第二
的广东省，7.1912 万家； 排第三
的浙江省，7.0337 万家； 排第四

的山东省，5.9279 万家。
社会组织总数在 1 万至 5

万的有 21 个省份， 分别是超过
4 万家的河南省、四川省；超过 3
万家的湖南省、安徽省、福建省、
河北省、湖北省、陕西省；超过 2
万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江西
省、辽宁省、云南省、甘肃省、黑
龙江省； 超过 1 万家的重庆市、
山西省、上海市、内蒙古自治区、
贵州省、吉林省、北京市。

社会组织总数在 1万家以下
的共 6个省份，分别是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天津市、西藏自治区。

仅一个省份
基金会超过 1000 个

具体到社团、民非、基金会
又是怎样呢？

基金会方面， 相对于社团、
民非， 各省的数量显得都不多，
其中只有广东省的基金会超过
了 1000 家，达到 1267 家。

紧随其后的是浙江省的
795 家，北京市的 791 家，江苏
省的 757 家， 河北省的 533 家，

上海市的 476 家，福建省的 409
家，湖南省的 371 家，山东省的
223 家。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的社
会组织总数排在第 25 位， 而基
金会的数量却排到了第三位；同
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上海，上海的
社会组织总数排在第 21 位，而
基金会的数量却排在了第 6 位。

这一现象的出现，从某种角
度说明了，北京、上海的慈善资
源十分丰富。而同样是直辖市的
天津市只有 103 家基金会，重庆
市只有 88 家基金会。

基金会数量在 100-200 家
的省份共 14个， 分别是四川省、
湖北省、安徽省、陕西省、河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 山西省、 黑龙江
省、吉林省、海南省、云南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辽宁省、天津市。

重庆市、江西省、甘肃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
区等 8 个省份的基金会不足
100 家。

31 个省份的基金会共 8043
家，平均数为 259 家，超过平均
数的只有广东省、浙江省、北京

市、江苏省、河北省、上海市、福
建省、湖南省 8 个省份。

过半省份民非、社团
均过万家

相对于基金会数量的稀少，
各省的社团和民非数量要多得
多，数据显示，社团超万家的省
份有 16 个， 民非超万家的省份
有 17 个。

三类社会组织中， 民非是最
多的，31 个省份共有 50.3292 万
家，平均每省 1.6235 万家，有 11
个省份超过这一平均数，分别是：

江苏省 5.8404 万家、 浙江
省 4.3894 万家、 山东省 4.0778
万家、广东省 3.8775 万家、河南
省 3.3604 万家、 四川省 2.4342
万家、河北省 2.1610 万家、湖南
省 2.0585 万家、 辽宁省 1.8953
万家、湖北省 1.8939 万家、安徽
省 1.8642 万家。

此外，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
西省、福建省、陕西省、黑龙江
省、上海市等 6 个省份的民非也
超过了 1 万家。

民非数量少于 1 万家的有

14 个省份，分别是重庆市、山西
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
市、吉林省、甘肃省、贵州省、海
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津
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
藏自治区。

社团的总量略少于民非，31
个省份共有社团 37.0887 万家。
其中社团最多的是江苏省和广
东省，均超过了 3 万家，分别是
3.7930 家、3.1870 万家。

超过 2 万家的也只有 2 个
省份， 分别是浙江省 2.5648 万
家、四川省 2.0880 万家。

12 个省份的社团数量在 1
万-2 万之间，分别是福建省、山
东省、陕西省、甘肃省、湖南省、
安徽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河
北省。

重庆市、 内蒙古自治区、山
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辽宁
省、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北京市、青海省、上海市、宁夏回
族自治区、海南省、天津市、西藏
自治区等 15 个省份的社团不足
1 万家。 （本文所有数据截止时
间为 2020 年第三季度）

““�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发挥
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
格局。

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
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建议》中的这些提法最终是否会写入‘十四五’规
划，具体又会变成哪些目标呢？

11 月 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凝思汇智 共谋新
局’———‘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向社会各
界征求意见。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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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启动

加强顶层设计
坚持问计于民

《建议》是今后 5 年乃至更
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
动指南。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
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牵头
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把《建议》变成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具体蓝图。

如何编制这样一份蓝图？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9 月 17 日上午在湖南省
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听取基层干
部群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编
制的意见和建议。

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五年
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
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
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
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
方式建言献策，推动“十四五”规
划编制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
所思所盼。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闭幕次日，李克强
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十四五”
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

“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进
一步集思广益， 广泛征求意见，
凝聚社会共识，让规划经得起实
践和历史检验。 ”总理说。

11 月 9 日，为进一步集思广
益、凝聚共识，切实把社会期盼、

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
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纲要
草案》的编制中，11 月 9 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开展“凝思汇智 共
谋新局”———“十四五”规划《纲
要》问计求策活动。

网民意见被写入《建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问计求
策页面表示，真诚邀请社会各界
提供宝贵意见建议。 那么，网民
提出的意见建议真的会有用吗？

新华社 11 月 4 日播发的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文件诞生记，
披露了一个小故事———在文件
起草过程中，一位网名“云帆”的
网友所提“互助性养老”的建议，
最终被写入全会文件。

李电波，就是故事中的网友

“云帆”。 据新华社报道：
看到“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向广大网民征求意见后，他以
“云帆”为名，在建言专栏上留下
了自己对农村养老的思考———

“在农村人口聚集区域， 由政府
财政投入建设公共食堂、公共宿
舍，有意愿的老人都可以免费居
住、生活在一起，年龄小的、有能
力的老人照顾年龄大的、能力弱
的老人，形成互助养老模式。 ”

建议很快就送到了文件起草
组案头， 并得到起草组同志高度
重视。如今，翻开规划建议全文可
以看到，第 47 条便是“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据起草组同志介绍，这正是
考虑到人民群众对养老问题高
度重视， 经过统筹考虑研究，把
积极应对老龄化从卫生健康领

域单列出来。 同时，文件吸收网
民建议，明确写入“互助性养老”
提法。

“云帆”经历显示，抓住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需破解
的难题，提出具有较强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是可以被
中央文件吸纳采用的。

十五大类主题等待建言

“十四五” 规划对慈善事
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
服务未来五年的发展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 因此，公益慈善行业
有必要抓住“十四五”规划《纲
要》问计求策活动的机会，赶紧
提出建议。

“凝思汇智 共谋新局”———
“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页
面显示， 可选的建言主题共十五
大类，其中“12.关于改善人民生活
品质的举措”“13.关于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的举措” 与公益慈善直
接相关。 包括关于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的举措； 关于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的举措； 关于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举
措； 关于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举
措；关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的举措； 关于健全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举措；关
于保障妇女、 未成年人和残疾人
基本权益的举措等。

本次活动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8 时， 公益慈
善界需要快速行动起来！

我国仅有一个省份基金会超过一千家

国务院“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现场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