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各行各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变革轨
道。 围绕公益慈善、儿童福利与保护、养老服务、残疾人事业

等民生领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开展了系列分析和观察，并对行业未来
发展趋势和走向给出了相应预判。 本期分享的是 2021 年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亮点及
未来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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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慈善事业发
展亮点

一、第三次分配列入基础性
制度安排，公益慈善迎来重大发
展机遇

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
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等
文件，提出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
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充分发挥第
三次分配作用、探索各类新型捐
赠方式等新要求。 第三次分配列
入基础性制度安排，为公益慈善
事业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与更
高的定位，公益慈善迎来重大发
展机遇。

2021 年， 我国慈善组织继
续发展壮大。 根据民政部 2021
年第三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全
国共有社会组织 90.2 万家，其
中社会团体 37.4 万个， 民办非
企业单位 51.9 万个， 基金会
8733 家。 另据 2021 年民政部第
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的
数据， 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9288 个。

二、 慈善法修订工作启动 ，
地方慈善立法有序推进

2021 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全
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慈善法
修订工作：3 月 26 日， 全国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慈
善法修订工作专家座谈会；6 月，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托
民政部、北京师范大学等五家单
位， 开展起草慈善法修订草案
（建议稿） 及收集行业意见等工
作，探讨第三次分配理论、财税
政策、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慈善
募捐与网络慈善等议题，研究提
出新发展阶段慈善法实施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对策。 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 2021 年年底，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
西、陕西、山东、山西、湖北、湖南
等 11 省份出台慈善法配套地方

性法规或规章。

三、 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持
续深入参与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

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除了
在扶贫济困、 扶老救孤等传统
慈善救助领域持续发力， 在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 农村厕所革
命、 垃圾分类和基层治理等方
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 截至
2021 年 2 月， 北京市累计动员
1.4 万余家社会组织开展垃圾
分类活动 3.8 万次，覆盖 334 万
人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1
年年底，湖北省慈善总会“幸福
家园”村社互助项目实施三年，
累计筹款突破 5.4 亿元， 激活
全省 17 个市、州村社互助基金
超 1.3 万支，发布村（社区）慈
善募捐项目近 7000 个，参与村
（居）民超 20 万。

四 、慈善捐赠 、社会互助等
成为中国特色医疗救助体系的
有效补充

《“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
划》《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等文件
提出构建重大疾病救助工程，发
展壮大慈善救助，促进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发展和平台间
慈善资源共享，促进三重制度综
合保障与慈善救助、商业健康保
险等协同发展、有效衔接，构建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
2021 年 99 公益日期间， 疾病救
助领域项目共获得超过 10 亿元
企业和公众捐款； 近三年，200
余家慈善组织年均募集资金及
药品总额超过 300 亿元， 水滴
筹、轻松筹等个人大病筹款平台
年均筹款总额均超过 100 亿元。
慈善救助和医疗互助已成为我
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效
补充。

五 、 慈善信托向品牌化发
展，助力家族向荣、财富向善

2021 年，全国范围内单笔规
模最高的慈善信托“中信信托·
2021 芳梅教育慈善信托”在北京
市民政局备案， 财产规模 20001
万元，委托人为张一鸣、龙岩市
慈善总会，用于推动福建龙岩教
育水平和高素质人才培养。 平安

信托、平安普惠、平安租赁等子
机构或联营公司，通过平安集团
生态协同成立国内首只碳中和
慈善信托“平安碳中和绿色金融
发展慈善信托”， 积极响应国家

“3060”碳中和目标，探索“金融+
公益+碳中和”，打造特色公益金
融模式。

2022 年 1 月 18 日， 中国慈
善联合会与中国信托业协会首
次联合发布《2021 年中国慈善信
托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累计慈
善信托备案达 773 单，财产规模
达 39.35 亿元。其中，2021 年设立
慈善信托共计 227 单，财产规模
5.71 亿元， 较上年增加 32.48%。
从信托目的来看，慈善信托除关
注扶贫、教育、环保等传统慈善
领域外， 新增乡村振兴等领域，
充分展现了慈善信托的灵活性
优势。

六、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
救灾，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

在河南及山西洪灾、东北及
内蒙古雪灾应对中，社会力量积
极捐赠物资。 此外，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业救援队伍、各级慈善组
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
务组织充分发挥了社会化、专业
化和群众性优势，与政府密切合
作、协同救灾，在一线开展应急
救援、防疫消杀与灾后重建等多
方面工作。

据河南省民政厅不完全统
计， 截至 2021 年 8 月 8 日，河
南省各级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
共接收捐赠款物 85.88 亿元。截
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 山西省
民政部门和各级慈善组织接收
捐赠款物累计 2.75 亿元； 全省
参与一线救援的社会组织数量
有 96 个， 其中专业救援队 71
个、志愿服务组织 11 个、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 4 个、行业协会 6
个， 直接参与一线救灾的人数
达 5401 人，动用各类救援装备
1428 台。

灾害发生后， 广大社会组
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链接各
方资源， 因地制宜开展了很多
公益项目。 如，河南洪灾、通辽
雪灾发生后， 中国扶贫基金会
开展以工代赈项目， 发挥受灾
群众能动性，参与灾后重建，同
时也解决了部分受灾村民因灾
致贫的问题。

七、企业积极参与互联网公

开募捐平台建设及乡村振兴等
议题

截至 2021 年年底， 共有 3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为慈善
组织提供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
务，其中 21 家平台由企业运营，
7 家由基金会运营，1 家由社会
团体运营，1 家由民办非企业运
营。 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30 家
平台年度募集善款总额为 87.5
亿元， 带动 7.7 亿人次参与捐
赠，较 2020 年 20 家平台年度募
集善款总额的 82 亿元增加 5.5
亿元。

2021 年以来， 在全国工商
联等部门的带动下，黑龙江、重
庆、云南、河北、内蒙古等省份
陆续启动“万企兴万村”行动，
引导动员民营企业通过公益帮
扶和投资经营相结合等方式助
力乡村振兴。 例如， 截至 2021
年 11 月，河北省共有 1.41 万家
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
动，投入资金 166.35 亿元，惠及
180.29 万脱贫人口，帮扶 1.9 万
个村。 腾讯公司继投入 500 亿
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
战略后， 再次增加 500 亿元资
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阿里巴巴集团启动“阿里巴巴
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
2025 年前累计投入 1000 亿元，
助力共同富裕。

2022 年公益慈善事业发
展趋势

一、修订后的慈善法有望出
台，公益慈善法律政策体系将更
加完善

慈善法修订草案有望于
2022 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 慈善法修订工作在完善顶层
设计的同时，也将回应近年来互
联网慈善、应急慈善、社区慈善
等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为促进社会主体更顺畅地开
展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根本性的
法律保障。 此外，为鼓励企业主
体发挥更大价值，推进我国财富
结构和形态“向善”转型，在公共
政策的顶层设计上， 遗产税、赠
与税、房产税等税收政策以及社
会组织管理、 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慈善信托行业监管等配套措
施有望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二、 亿元及以上捐赠频现 ，
慈善捐赠迈上新台阶

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

以后，生产力高度发展，福利制
度逐步完善， 保障程度不断提
高， 社会大众的慈善心和公德
心将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现
喷发。 尤其对富裕起来的人群
来说， 投身慈善的需求更加迫
切， 他们也希望为财富找到更
好的出路。 例如，福耀玻璃创始
人曹德旺通过其创办的河仁慈
善基金会捐款 100 亿元筹建福
耀科技大学； 中静新华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出资 3.5 亿元人民
币， 成立浙江工商大学英贤专
项基金； 大北农集团董事局主
席邵根伙以个人名义向厦门大
学捐赠 1 亿元等。

在新发展阶段， 向好向善
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
要追求。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公
共服务的建设， 企业等各方社
会力量需要与政府及社会多进
行良性互动，将自身的理念、使
命与社会的需求对接融合，充
分发挥企业基金会和家族基金
会的灵活性优势， 进行一系列
的社会创新， 以期产生更大的
社会影响力。

三、社会服务需求成为慈善
发展动力，社区慈善将是慈善领
域下一个增长热点

“十四五”规划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中提出， 要壮大志愿者队伍，搭
建更多志愿服务平台；创新社区
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
制； 完善基层志愿服务制度，大
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
流活动，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大众
基本生活的物质性消费需求能
够得到系统满足， 社区治理、养
老服务、弱势群体关怀等生活服
务性消费的需求开始全面升级。
在一些发达国家，从事公益慈善
事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10%， 公益慈善事业创造价值达
到 GDP 总量的 5%， 与之相比，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潜力巨
大。 未来，公益慈善事业可以通
过进一步与社区街道、居委会等
基层治理体系结合，加强民生领
域的互动合作，提供经常性的社
会服务；在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的
同时促进社区慈善的发展，在解
决社会问题、激发社区活力和提
高社区凝聚力等方面尝试走出
一些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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