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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才刚刚开始

2011 年兴起的互联网筹款，
至今已经过去了 6 年， 这期间，
很多机构都意识到互联网筹款
的重要性，纷纷加入其中，一些
互联网公司也推出公益项目更
是将互联网筹款推向高潮。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以下
简称“慈弘”）成立于 2010 年的非
公募基金会，致力于合理使用资
源，带动本地参与，以期帮助每
一个孩子都获得成长。

庄伟是该基金会的秘书长，
谈到早期互联网募款时，庄伟从
未想过互联网募款带来的实际
“魔力”真的如此之大。

2015 年，姜莹邀请庄伟在儿
慈会的合作平台设立合作项目，
由于慈弘属性为非公募，不能参
与公众募款，对于在互联网平台
上参与公募的效果，庄伟一度有
些将信将疑，但愿意尝试北京慈
弘还是在 2015 年初将“慈弘悦读
成长计划”项目放到了儿慈会的
合作平台上。

令庄伟没有想到的是，两年
间，慈弘悦读成长计划项目在互
联网平台上的筹款额度逐渐增
长，截止到目前，已经超过 1000
万元。

姜莹觉得，这是一种趋势的
呈现。

“目前为止，互联网筹款还
是‘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个平台
有很大，这里头真正做筹资的组
织并没有想象那么多。 ”姜莹说。

“有很多公募基金会都开始
尝试了，但互联网上创新性的项
目还是很难找到，大多呈现的都
是三四年的老项目，这说明新型
项目在知名度、执行力、品牌性
方面并没有做的很好，如果把新
项目做好，在互联网上筹资就有
优势，同时这也是机会。 所以，公
益机构一定要迈出这一步。 ”姜
莹说。

依赖互联网的筹资风险

据《公益时报》 记者了解，
2016 年 3 月 3 日，国家工信部最
新公布了《2016 年 1 月份通信业
经济运行情况》。 报告显示，我国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2.8 亿，移动
互联网总数达 9.8 亿户。

移动互联网给公益机构筹
款、运营带来很大机会，使其低
成本快速扩张。 但同时如果机构
依赖互联网筹资，这样是否会给

机构带来风险？
由腾讯企业发起的著名公

益项目“99 公益日”一度引得众
多公益机构追捧，儿慈会在 3 天
72 小时中，通过项目自筹、腾讯
配捐、 企业配捐和惊喜 4 个环
节，共计筹款 8670 万。

姜莹说：“互联网筹款最重
要的优势就是得到了未来捐赠
人的大数据，今后对于大数据的
布局、开发和运用，如何利用捐
赠人大数据引流到基金会各个
项目之中，同时服务好这些捐赠
人，都是今后基金会需要考虑的
方向。 ”

姜莹介绍， 到目前为止，儿
慈会网站平台已经累计了 50 万
以上的捐赠者，今年将准备做一
场 50 万人的筹资大会适度对这
一数据进行开发。 其次，利用一
款名为灵析的软件， 三年间，运
用其发送邮件，基金会累积不少
联系人，下一步将考虑如何将联
系人转化为捐赠人。

“累积了这么多年的捐款人
数据， 要把它真正沉淀在基金会
自己的平台上，同时发展 APP 服
务于我们各个项目和需要筹款的
人，这是互联网带来的优势。 ”姜
莹说，“互联网平台我们依旧要保
持好的关系， 因为在这些平台上
我们依旧看到很大的潜力， 这些
潜力是我们短时间没有的。 ”

姜莹同时表示，利用互联网
筹资的同时，并不是没有做企业
筹资，无论是慈善晚宴还是运动
型筹款，都是非常小的，但每次
创新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最大的
亮点，这就是两条腿在走路。

“月捐”是个不错选择

在国外，月捐是种很普遍的
公益筹款方式，其实就是每个月
捐款的简称，它具有小额、定期
的特点，这是公益机构主要的收
入来源。

国际影响力发展和救援组
织联盟———“乐施会”70%的筹资
来自于公众月捐，其历史已经超
过 60 年。 但要培养这些月捐者
捐赠文化，留住他们继续月捐需
要制定详尽的客户关怀计划。

壹基金曾经遇到一位捐赠
人，一名女孩在高中二年级时看
到李连杰先生参与公益活动受
到影响， 开始每个月捐出十块
钱，一直持续到现在。 期间，这位
捐赠人途中换手机也一直没有
放弃捐赠，正是李连杰先生的那
次公益行动深深打动了她，使她
有了月捐行为。

“月捐是基于把源于冲动和
感动的一种捐赠行为变成依靠
信仰来捐赠的‘捐赠文化’。 但要
形成上百万人每月捐赠一块钱，
这需要依赖捐赠这一长期的习
惯和他对公益的关切和了解，让
捐赠者可以更好的监督、支持和
问责，从而形成‘捐赠文化’。 我
们公益组织应该让机构文化变
得更加可持续和正向。 ”李劲说。

同样，在月捐领域深耕的还
有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0 年前后，中国扶贫基金
会开始尝试月捐项目。 中国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与中国扶
贫基金会达成“中行月捐”、“农
行月捐”协议，公众利用手机发
送固定数字到指定平台（类似

“定制业务”）， 每个月手机费中
的 5 元钱被划转到中国扶贫基
金会指定的捐款账户，这成了中
国扶贫基金会最早的月捐雏形。

2010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开
通企业员工专线，企业与员工签
署授权捐赠协议，企业自动从员
工每月工资卡中扣除一笔钱，按
照月结到中国扶贫基金会。

韩丹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管
理处长，在她看来，这样做是在
向公众普及月捐的理念。

然而，使月捐业务得到飞速
发展却要从 2014 年算起， 这一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上线了银联
月捐业务，使用银行卡的用户参
与月捐都可以通过银联代扣款
实现。 韩丹说，银联月捐的价值
在于拿到了用户月捐的详细信
息，甚至生日也知道，这便于基
金会日后展开相应捐赠人回馈。
银联月捐业务开展后，随着互联
网发展，微信、支付宝也相继成
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月捐的合
作伙伴。

韩丹给自身机构月捐项目
算过一笔账，在全渠道口径统计
下， 截止到 2016 年年底中国扶
贫基金会有 51 万人次参与月
捐， 筹集善款是 1400 多万元。
2016 全年有 27 万人次参与月
捐， 捐赠款额是 900 多万元，因
为基金会银联月捐启动的比较
早，从 2014 年开始，月捐筹款额
度就持续上升，2015 年月捐额度
达到 400 多万元，占到 2016 年月
捐筹款额度的 49.7%。

如何留住这些捐赠者？

2013 年，美国筹资影响力报
告数据发布，指出捐赠者首次向
机构捐赠之后有 50%至 75%的人
会流失掉， 逐年流失量在 30%。

而根据美国专为非营利性机构
设计的软件和服务领先全球性
提供商 Blackbaud 的调查数据显
示，获得一名新捐赠人的成本是
维护一名老捐赠人的 6 至 7 倍，
这意味着我们要通过 6 个星期
才能够得到一个新的捐赠人，同
时我们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可以
维护好一个老的捐赠人，而且捐
赠是持续的， 一旦产生二次捐
赠，维持率在 60%以上。

长期捐赠的背后却有着一
个个动人的故事。

韩丹说， 曾经有一个 50 多
岁的月捐用户，在月捐计划中每
月捐助 50 元。 但在今年 2 月，该
月捐没有成功，数次尝试后仍未
成功，该用户向基金会月捐项目
部反映，事后基金会工作人员自
查发现并非系统问题，而这位 50
多岁用户却自行来到基金会办
理月捐事宜时发现，这名用户手
机按键出了问题导致不能完成
月捐。 令韩丹没有想到的是，用
户亲手将 500 元 2 月份的月捐款
给到了基金会的账面上，同时将
手机成功升级，执行每月月捐代
扣费用。

“当时，我们月捐产品团队
的人都特别感动。 中国人口这么
多， 大家愿意奉献爱心的也很
多，有时我们只是没有找到渠道
而已。 ”韩丹说，“这样的月捐人，
机构一定要想办法留住的，这是
凭着信任和情感在捐赠。 ”

韩丹表示，要让月捐用户成
为长期的捐赠者其实并不容易，
留住他们除了提供好产品之外，
还需要有好的活动来予以维系。

“‘加油一起成长’是中国扶
贫基金会月捐项目，包括公益教
育内容、公益月捐、公益活动、公
益课程四个板块，在设计阶段就
特别注重捐赠人的体验。 同时，
在捐赠人维护层面， 除了结对、
写信，一年中关于月捐用户的活
动会有四次。 分别会在 5 月份集
中做月捐人探访活动；6 月份月
捐人明星会；9 月份再来一次月
捐人探访活动；12 月底是周年聚
会； 从 12 月底至来年 6 月份之
间新加入的月捐用户会邀请到
扶贫基金会，专门听取月捐项目
内容、进展，邀请用户分享月捐
感受， 发放捐赠证书和捐赠发
票，这一切都是为促进捐赠用户

之间的交流，对于留住月捐用户
也有着重要作用。 ”韩丹说。

用技术改变捐赠习惯

马滔是灵析公司的高级用
户顾问，这是一个面向 B 端（支
持性产品）专注于服务非营利机
构联系人的管理工具，通过互联
网平台流量导入，为内容项目生
产者提供支持性服务的机构。 对
于月捐，马滔和韩丹两人有着相
同的看法，均觉得月捐会成为公
益机构在筹资方便的共同选择。

对于灵析公司来说，月捐产
品的第一个用户是壹基金，当时
的灵析从技术上为壹基金的月
捐项目提供解决方案， 微信代
扣、支付宝代扣、银联代扣都在
手机端完成，使得壹基金的月捐
项目非常流畅。 后台每名捐赠者
的捐赠时间、捐赠金额、捐赠频
次都能看到，极大方便了机构统
计和开发捐赠人信息。

马滔说：“灵析在整个设计
的逻辑里面，捐赠人一定要作为
捐赠服务的主体，通过各种各样
的设置来提升捐赠人自身对于
机构和项目的信任感、安全感以
及主体性。 ”

其实， 利用灵析系统来月
捐，机构并不一定是为了获得足
够捐款，更多的是想着可以怎样
沉淀这些捐赠人，以及捐赠人今
后怎样成为机构的伙伴，支持机
构发展？ 目前，这些已经从技术
层面可以实现了。 ” 马滔补充
道。

“留住一个捐赠人应该让捐
赠者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机构
的故事、品牌，让其基于对机构
价值的认同和信任而捐赠。 ”马
滔说，“捐赠者期待通过这样一
个捐赠行为，去实现捐赠者自身
的价值。 帮助捐赠者实现自身价
值一定要通过项目的持续反馈
才能实现。 ”

“只有告诉捐赠人，你的捐
款机构收到了， 你的钱花的特
别有价值， 捐赠人才会认为自
己的捐款价值实现了。 通过技
术支持来完成捐赠人意愿，形
成维护捐赠人体系的闭环，通
过持续反馈， 协助捐赠人实现
自我价值， 这样的捐赠才可持
续。 ”马滔说。

� � 目前
扶贫基金
会有三大
“月捐”项
目，“加油
一 起 成
长 ” 是其
中之一

� � 儿慈会近三年募款情况一直呈大幅上升趋势，其中去年个
人捐赠占比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