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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基金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基金会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基金会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基金会行业的现状、中国基金会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基金会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基金会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基金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基金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截至2013年 3月18日，基金会总数达 3080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 1329 家，非公募基金会 1751 

家。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1772家基金会披露了全职员工的数量，合6657人，平均每

家不到4人。其中民间基金会的1867名全职员工，占总数的28%。在全国所有的基金会中，全

职员工数量最多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数量为114人。2016年，全国基金会资产合计547亿元，

较2009年增长32% 。其中，公募基金会占总量的59%；非公募基金会占总量的41%。2016年，

全国基金会的收入达到了374亿元，平均每家基金会的年收入达到1746万元。基金会收入来源

主要包括：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其中捐赠收入

是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我国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9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

高达95%以上。其中民政部、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的基金会捐赠收入位居前五。全国基

金会2016年支出达256亿元，其中公益支出为250亿，公益支出比例达到支出总计的97.57%，另

外还包括一些行政办公和工资福利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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