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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进一步加强

优化的环境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慈善事业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发展能力
进一步加强。

汇聚资源方面：互联网筹
款能力进一步提升。 截至 11
月底，3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累计筹款 87.5亿元。

今年的“99 公益日”期
间， 超过 6870 万人次捐出
35.69 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的 6 亿元资金支
持， 总共募得善款 41.69 亿
元。 其中，慈善会系统筹款能
力迅速提升，据相关统计，62
家 慈 善 会 机 构 筹 集 资 金
18.27 亿元，以 18.5%的机构
数拿下了 99 公益日 45.1%
的总筹款。

企业基金会成为重要的
捐赠主体，大额捐赠频现。 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投入 50
亿元，用于“99 公益日”及后
续的激励金支持、公益数字化
建设以及一线公益帮扶；宁夏
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宣
布，从 2021 年起，拟再捐赠
60 亿元， 对全宁夏考上本科
的大学生全部进行奖励资助；
河仁慈善基金会发布消息，计
划总出资 100 亿元投入筹建
“福耀科技大学”……

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河南
水灾中基金会、慈善会、救援
队、 社工机构等分工合作，在
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作出
了突出贡献。

捐赠额达 1 亿元的企业
基金会近 10 家。 方德瑞信发
布的《2021 年河南洪灾互联
网筹款数据跟踪与分析》显
示， 据方德瑞信的不完全统
计， 截至 8 月 10 日，15 家互
联网公募平台累计上线 384
个项目，累计筹款超过 15 亿
元。 其中基金会 100 家，筹款
超 8 亿元； 慈善会体系组织
53 家，筹款超 4.8 亿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

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各地救
援队等第一时间组织救援队
伍奔赴灾区， 搜救转移灾民，
提供紧急生活救助；同时设计
实施了“重振家园行动———灾
后以工代赈家园清理项目”灾
后重建项目。

慈善会系统成为资金和
物资的重要汇聚、 分发平台。
以河南省慈善总会为例，截至
10 月 18 日，累计接受救灾款
物价值 50.02 亿元，为防汛救
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做出了重
要贡献。

社会治理方面：《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
案（2021—2023 年）》的出台，
社区社会组织“邻里守望”关
爱行动的实施，不仅让社区社
会组织数量迅速增加，还初步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社会
组织工作模式。

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
资源“五社联动”服务机制的
落地，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
的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浙江
已将“五社联动”纳入了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工程，内蒙古、湖北、河北等地
已印发了实施意见。

发展成果进一步彰显

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慈
善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
会发展，其成就在 2021 年得
到进一步肯定。

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方面，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社
会组织领域 1 名楷模、23 名
个人、20 个集体光荣上榜。民
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脱贫攻
坚以来，全国社会组织共实施
扶贫项目超过 9 万个，投入各
类资金 1245 亿元，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疫情防控方面， 据不完
全统计，2021 年相关领域社
会组织累计接受有关捐赠资
金超过 100 亿元、 物资超过
2 亿件。 同时，部分全国性社
会组织积极助力海外疫情防
控， 如中华慈善总会累计向
巴基斯坦、缅甸等 18 个国家
捐赠价值约 500 多万元防疫
物资等。

推动社会治理方面，全国
已建成 1.7 万余个乡镇（街

道）社工站，驻站社工近 4 万
名，围绕服务困难群众、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需
要发挥作用。 例如， 湖北在
210 多个乡镇（街道） 实施

“五社联动”项目，培育社区
社会组织 100 余个， 发展社
区志愿者 7000 余人，156.8
万人受益，有力助推了疫后重
建工作。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
实施“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
行动，组织开展行业协会商会
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 通过

“减免一批收费、 降低一批收
费、规范一批收费、查处一批
收费、通报一批收费”，累计为
企业减轻负担约 56.54 亿元，
惠及企业 155.4 万余家。

发展前景进一步明确

前进中的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 慈善事业吸引了更
多力量的加入， 发展前景进
一步明确。

民政部发布《关于指定第
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的公告》， 经专家委员

会评审、征求相关部
门意见， 并经社会公
示，指定 10家平台为
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其中
7 家的运营主体为互

联网公司，3家为社会组织。
2021 年度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跃
升至 82.9 万， 比上年增长
36%， 创历史新高。 截至目
前，我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证书的人员已达到 66
万余人，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超过 44 万个，各级成
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超过
1.3 万家。 高级社会工作师首
次评审工作也在 2021 年完
成， 全国共产生 120 名高级
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服务“三区”计划和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的实
施，让中西部地区社会工作力
量进一步加强。

截至 2021 年中，我国登
记社会组织已有 90 多万家，
其中社会团体近 38 万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约 52 万家，基
金会 8600 多家。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
慈善组织数量已经接近 1 万
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超过 2400 家；已备
案慈善信托超过 700 单，财
产总规模超过 36 亿元。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在“十
四五”开局之年走出了一条更
高质量、更为安全、更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必将越
走越宽！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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