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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级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合力团成立
7月 29日，陕西省民政厅

组织召开动员会。随后，陕西省

各级社会组织积极响应、迅速行

动，截至目前，加入助力乡村振

兴合力团的省级社会组织已达

238家。陕西省民政厅在社会组
织扶贫合力团的基础上，重新调

整组合成立 12个省级社会组织
乡村振兴合力团。新成立的乡村

振兴合力团将与 11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和 15个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形成“一对

一”“多对一”的帮扶关系，重点

围绕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

振兴、消费扶贫等领域，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调动

资源和专业技术等方面的特长

和优势，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每个合力团设立 1个团长
单位，负责统筹整合合力团社会

组织资源，积极推动落实扶贫项

目，协调、指导成员单位工作。陕

西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委

托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为

全省社会组织乡村振兴联络站，

将协调指导各合力团积极开展

帮扶调研和初步对接，下一步将

根据调研情况制定帮扶计划，有

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活动。

（据陕西民政）

“2021年9 月 5
日 是 第

六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
是 ‘汇聚慈善力量 ，助力乡村
振兴’。

7 月 ， 河南遭遇特大暴
雨，多地受灾严重。 相关慈善
组织及时开展募捐行动，支援
抗灾，共筑了一条通往河南的
爱心通道， 体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据中国
慈善联合会不完全统计，截至
8 月 2 日 16 时，全国支援河南
省抗洪救灾的慈善捐赠总额
约 63.93 亿元，其中捐款 60.12
亿元，捐物折价 3.8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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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日：

数说慈善力量，筑起“爱”的城墙

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善心汇聚大爱

为纪念在 1997 年 9 月 5 日
逝世的特里萨修女，联合国将每

年 9月 5日定为“国际慈善日”，
旨在客观认识并动员全世界人

民、非政府组织和利益相关者通

过志愿者和慈善活动帮助他人。

2016年 3月 16日，我国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将每

年 9月 5日定为“中华慈善日”，
和“国际慈善日”进行接轨。

根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20）》的最新数据，2018年度
各社会捐赠接收主体实际接收

现金及物资捐赠价值 1270亿元，
其中现金和有价证券占比为

70.03% ， 物 资 折 价 占 比 为
29.97%。2019年度社会捐赠总量
更是达到了 1330亿元。

中国公益慈善资源的总量

由社会捐赠总量、彩票公益金、

志愿者贡献价值共同构成。根据

报告数据，2018年中国公益慈善
资源的总量约为 3407.26 亿元，
其中志愿者贡献价值 823.64 亿
元，彩票公益金 1313.62亿元。

同时，应注意到在 2018 年
度，作为重要参照系的民政部门

的统计体系发生了变化，而变化

来源于业务职能的变动。2018年
4月 16日，应急管理部挂牌，原
属于民政部门的救灾管理业务

被应急管理部整合。原本由民政

部统计的民政部门自身接收捐

赠业务多数属于救灾捐赠，也因

此终止统计。

根据相关部门测算，近年

来，中国社会捐赠总量稳定在千

亿以上，社会组织总量和慈善捐

赠总量持续增长，志愿服务、慈

善资产管理和行业建设等领域

取得明显进展。

从捐赠意向来看，医疗健康、

教育救助、扶贫开发是我国慈善

捐赠的三大主要方向。教育救助

一直是较为热点的捐赠领域，结

合《福布斯》中文版发布 2018年
中国慈善榜信息，绝大多数企业

家非常乐于给自己的母校捐赠现

金或设立专项教育基金，通过实

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母校的情

谊。在非灾害常态年份，慈善捐赠

跟随政策走向，在我国精准扶贫

的政策指引下，扶贫开发捐赠意

向比例日益提升。新冠疫情作为

全人类的公共卫生危机，慈善捐

赠在全球抗疫工作中贡献了杰出

力量。可以预计，受疫情影响，

2020年以来医疗健康捐赠意向的
占比将会增长。

总体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全社会

的慈善意识普遍增强，慈善行为

日益兴盛，慈善工作稳步推进，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稳中向好。

慈善主体多元
共同守护暖心力量

“慈”是无私的关爱和扶持，

“善”是真挚的友爱和相助。中华

自古就有助人为乐的传统，慈善

也是凝结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不

变的美德。

从社会捐赠接收的主体构

成来看，2018年基金会、慈善会
分别接收了 645.9 亿元和 330.1
亿元的社会捐赠，汇集了较多的

捐赠收入。其他社会组织、政府

部分、事业单位等机构也积极广

泛汇聚爱心，丰富了社会捐赠的

接收渠道。

政府、事业单位、民主党派和

社会组织等既是慈善资源的接收

方，同时也向社会提供捐赠。参与

慈善的主体更加多元，以“政府推

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

作”为特征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

的大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从近年来的数据看，企业捐

赠始终是最大的慈善捐赠来源。

个人捐赠占比 11%从 2014 年起
逐年提升，截至 2018年个人捐赠
占比 25%，个人捐赠积极性提高，
公众的慈善意识普遍增强。

乐善好施、扶倾济弱、守望相

助的传统理念正在吸引越来越多

的爱心人士加入慈善行列，慷慨

奉献爱心，“人人心怀慈善，人人

参与慈善”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

网络募捐发展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其

开放、便捷和低成本的特性动员

了网民的广泛参与, 传播了社会
正能量，网络募捐成为公益慈善

的新模式。“互联网+慈善”造就

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生态。

2017年，民政部指定腾讯、阿
里巴巴等 12家平台作为首批慈
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仅

仅一年，12家平台筹款总额就达
到 25.9亿元，捐赠次数突破 62亿
次。2019年 9月，腾讯公益平台开
展了 99公益日活动，仅用 3天时
间就吸引全国 4800多万人次捐
款超过 17.8亿元。据统计，2019
年，全国 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汇
集的慈善捐赠超过 54亿元，同比
增长 68%。截至 2021年，民政部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显示，民

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已有 20家。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

术，正在快速改变中国慈善行业

的运作方式，缩小捐赠者与具体

慈善项目之间的距离，让慈善更

加触手可及。互联网公益告诉我

们，慈善未必波澜壮阔，涓涓细

流也可以汇聚成不凡的力量。

慈善信息公开透明
开启依法治“善”新时代

网络募捐呈现欣欣向荣之

势, 既有移动互联网接通公众慈
善热情的原因, 也是慈善制度深
化改革的必然结果。2016年 3月
16日我国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法律构建了我

国慈善领域的基本制度，实现了

加强慈善制度顶层设计的要求。

由于相关的信息模糊和监管

不到位，不规范的网络捐赠现象

也偶有发生。慈善法制定的初衷，

正是希望“以法兴善”，保证每一

个人的善意不被别有用心者滥

用。民政部贯彻落实慈善法第八

章“信息公开”要求，开发了全国

慈善信息公开平台。2017年 9月

初，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为公众查

询了解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

项目、慈善信托提供了权威便捷

的渠道。截至 2021年 9月 3日，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已公布慈

善组织数据 9370条，慈善信托备
案数据共 632条，财产总规模共
348647.04 万元，募捐方案备案
（包括有效期内募捐方案和已过

期募捐方案）25324项，全部慈善
项目（包括有效期内慈善项目和

已过期慈善项目）31643项。
慈善信息的公开进一步推

动了公益慈善在阳光下运行，让

慈善事业更公开透明、更具社会

公信力。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

与日俱增, 网络的便捷与公众日
益高涨的慈善热情相互促进。期

待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能够换

来更多的善意，也期待慈善日能

够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重要日子。

慈善，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内

心最无私的博爱精神，是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延伸，是“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新时代诠释。涓涓细流，汇

聚善的力量；共同前行，筑起爱

的城墙。

（据新华网）

湖南：全面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湖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抓

好乡村治理作为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

2019年起，湖南省民政厅
联合省委组织部等 7部门部署
开展村（居）规民约修订工作，推

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在基层落实落地。7位厅领
导带队开展“百村调研”活动，通

过访谈、集中座谈等方式，先后

到 14 个市州 37 个县市区 189
个村（社区）调研，召开座谈会

27次，访谈近 1000人次，收集意
见建议 30多万字，全面了解基
层情况，积极回应基层诉求，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放权赋能

松绑，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

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联合实施“禾计划”■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建

立省级指导、市州统筹、县级为

主、乡镇配合机制，在市州建立

指导服务中心，县市区设立社工

总站，1940个乡镇（街道）实现全
覆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每年

安排资金 3.1亿元，建设基层社
工站 2069个，配备专业社工近
4000名，年均服务群众 600多万
人次。 （据湖南省民政厅）

宁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跑出“加速度”
2021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已于近日

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报考人

数达 6127 人，较上年度增长
14%，连续 3年呈现大幅提升，
再创历史新高。目前，全区通过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的人员共 2752人，其中高级社
会工作师 2人、社会工作师 687

人、助理社会工作师 2063人。
自治区民政厅将社会工作

人才培养纳入自治区人才队伍

建设“总盘子”，研发颁布涉及

社会工作领域地方性标准 31
部。宁夏大学、宁夏理工学院、

银川能源学院开设社会工作硕

士和本科专业，培养社会工作

本科人才 200余名、硕士人才

40余名。全区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达 1.1万余人，较 5年前增长
386%。将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和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列入自

治区福彩公益金支出“新增类”

预算，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 450个，服务 5万余次，受
益群体 20万人次。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