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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最新数据

全国持证社工 66.9万，注册志愿者 1.9亿

� � 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全
国共有 10.2 万人通过助理社会
工作师考试，3.2 万人通过社会
工作师考试。 截至 2020 年底，全
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66.9 万
人，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 50.7 万
人，社会工作师 16.1 万人。

慈善事业方面，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
作站、点和慈善超市 1.5 万个（其
中慈善超市 4655 个）。 全年共有
2401.4 万人次在民政领域提供了
5741.1 万小时志愿服务。 全国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汇集的注册
志愿者 1.9 亿人。 全国社会组织
捐赠收入 1059.1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1.3%。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备案慈善信托 482 单，慈善信托
合同规模 24.7 亿元。

统计公报还公布了截至
2020 年底养老、儿童福利、社会
救助等领域的有关服务数据。

养老服务方面，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
施 32.9 万个， 养老床位合计
821.0 万张，比上年增长 5.9%。 其
中，全国共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
构 3.8 万个， 床位 488.2 万张；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9.1 万
个，共有床位 332.8 万张。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 0

时，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402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9064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3.5%。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 3853.7
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 其中
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 3104.4万
人， 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 81.3
万人， 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
人 535.0万人，享受综合老龄补贴
的老年人 132.9万人。全国共支出
老年福利经费 385.7亿元，养老服
务经费 131.3亿元。

儿童福利方面，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各类民政服务机构集中
养育孤儿 5.9 万人， 基本生活保
障平均标准 1611.3 元/人·月。 全
国共有注册登记的儿童福利和
救助保护服务机构 760 个，床位
10.1 万张，年末在机构抚养人员
数计 4.6 万。 其中儿童福利机构
508 个，床位 9.1 万张；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 252 个， 床位 1.0
万张， 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
0.9 万人次。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孤
儿 19.3 万人，其中社会散居孤儿
13.4 万人，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
准 1184.3 元/人·月。 全国共支出
儿童福利经费 68.2 亿元，其中孤
儿基本生活保障经费 33.4 亿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
障经费 21.8 亿元，其他儿童福利
经费 13.0 亿元。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共有儿童督导员 5.5 万人，
儿童主任 66.7 万人。 2020 年，全
国办理收养登记 1.1 万件。

社会救助方面，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488.9
万户、805.1 万人。 全国城市低保
平均保障标准 677.6 元/人·月，
比上年增长 8.6%，全年支出城市
低保资金 537.3 亿元； 有农村低
保对象 1985.0 万户、3620.8 万
人。 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
5962.3 元/人·年， 比上年增长

11.7%， 全年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1426.3 亿元。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农
村特困人员 446.3 万人， 全年支
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424.0 亿元；全国共有城市特困人
员 31.2 万人，全年支出城市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44.6 亿元。

2020 年，全国共有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对象 1214.0 万人，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 1475.1
万人。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 1555
个，床位 8.4 万张，全年救助流浪

乞讨人员 83.2 万人次。2020 年全
年共实施临时救助 1380.6 万人
次。全年支出临时救助资金 165.7
亿元， 平均救助水平 1200.3 元/
人次。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民
政部门管理的精神卫生福利机
构 141 个，床位 6.7 万张。 共有社
区综合服务机构和设施 51.1 万
个，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9.1 万个。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覆盖率 100%，农村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覆盖率 65.7%。

（据民政部门户网站 、微信
公众号“中国社会工作”）

9 月 8 日， 民政部召开全国
性社会组织未按期换届督促整
改会议。 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社会组织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通报全国性社会组织到期未换
届情况， 督促相关未换届社会
组织抓紧开展换届整改， 防范
化解社会组织领域潜在风险，
助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民
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付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部门、各有关
全国性社会组织要充分认识做
好社会组织换届工作的重要意
义，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作为开展换届活动的遵循和
指南，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扛起
换届责任。 一要深刻认识按期
换届是确保社会组织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制度安排。 要认真学
习现行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规
范治理的明确要求， 维护好按
期换届这个社会组织最基本的
法治要求和治理规则， 确保社
会组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 民主监督的重要制度
安排有效落实。 二要深刻认识
推动社会组织按期换届是落实
业务主管单位管理服务职责的
基本要求。 各业务主管单位要
进一步提高对所管理社会组织
未按期换届问题的重视程度，
履行职责义务， 加大督促整改
力度，夯实换届基础。 三要深刻
认识推动社会组织按期换届是
落实社会组织领域风险防范责
任的重要任务。 要坚持底线思
维、增强忧患意识，把督促社会
组织按期换届作为发现社会组
织问题、治理社会组织问题的突
破口，着力防范化解未按期换届
可能引发的各类风险。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相关
全国性社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对照督促整改
方案明确的任务分工，高质量完
成换届整改工作， 实现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的有机
统一。 一是社会组织自身要尽好
主体责任。 要对照章程规定，第
一时间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或相应机制， 明确责任分工、拟
定筹备方案、 抓紧开展工作，确

保党建引领、事先沟通、规范报
审、及时变更登记等要求落实在
换届工作始终。 二是业务主管单
位要尽好主管职责。 要摸清底
数，深入了解问题原因，建立工
作台账， 明晰所管理社会组织
换届时间表、路线图；要抓好督
导，召开换届整改专题会议，部
署具体任务，明确注意事项，全
程跟踪换届工作； 要实行“销
号”管理，重点关注、重点督促、
重点指导内部治理混乱、 矛盾
突出的社会组织开展换届整
改。 三是党建工作机构要尽好
审核职责。 要加快审核进度，将
到期未换届行业协会商会换届
整改纳入今后一个阶段重点工
作安排；要加大排查力度，进一
步摸准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到期
未换届情况；要加大督导力度，
及时提醒、 督促到期未换届行
业协会商会确定新一届负责人
候选人名单和换届工作方案，
做好相应换届指导。民政部作为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将全力
尽好服务职责，及时提供登记服
务、备案服务、政策咨询服务、宣
传服务、年检服务和新当选负责

人培训服务等六方面服务，积极
配合各部门、各相关社会组织完
成换届整改。

会议强调，各部门、各有关
全国性社会组织要在换届整改
工作中做到标本兼治，确保换届
质量。一是要坚持党建引领。 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导， 以社会组织换
届整改为契机，健全党的组织、
推行交叉任职、落实党建入章，
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政治
方向和鲜明价值导向。 二是要
推进换届审计。 一方面要依法
对理事会进行换届审计； 另一
方面要严格对离任法定代表人
进行离任审计。 通过两方面审
计，发现并解决问题，推动社会
组织规范内部治理体系建设。
三是要做好换届交接。 社会组
织召开换届大会并选举新一届
理事会后要抓紧组织开展交接
工作，做到法人证章交接到位、
工作任务交接到位、 资产账目
交接到位、档案资料交接到位。
四是要做到依法依程序办事。
在组织开展换届过程中， 各方
主体都必须坚持依法办事，恪

守法定程序，化解法律风险，加
强执法监督， 推动问题查处与
行业监管、行政执法相衔接，营
造社会组织换届的风清气正氛
围。 五是要指导社会组织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巩固换届成果。
各业务主管单位、 党建工作机
构要以本次换届整改为契机，
对相关社会组织规范化、 制度
化建设开展“回头看”。 各相关
社会组织要在政治过硬方面多
下功夫、 在治理规范方面勤做
文章、 在服务专业方面常动心
思、 在诚信自律方面争做先锋，
通过换届整改实现素质、 能力、
形象的根本性转变与提升。

会议由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局
长柳拯主持。 相关全国性社会组
织业务主管单位归口管理司局、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
资委党委社会组织党建部门负
责同志，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 相关全国性社会组织通过视
频方式参加会议。

（据民政部门户网站）

民政部召开全国性社会组织未按期换届督促整改会议

“� � 9月10 日，民政部发布了《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涉及行政区划、社会工作、成员组织和其他

社会服务等最新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