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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99 公益日倒计时，如何玩转筹款大计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北
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
新阳光）共上线 52 个项目，主推
项目为“病房学校”和“口罩天
使”；支持 7 家 NGO 伙伴，获得
59558 人次支持，筹得善款 659.8
万元。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新
阳光共上线 51 个项目， 主推项
目为“病房学校”和“生命的礼
物”； 支持 27 家 NGO 伙伴，获
得 116854 人次支持， 筹得善款
1385.3 万元。 其中，“生命的礼
物”项目筹得善款 891.48 万元，
在参与 99 公益日活动的 3643
个项目中名列第二。

新阳光项目管理官员李婧
告诉记者，“生命的礼物”其实是
基金会在去年 99 公益日前萌生
的一个新项目，主要内容就是对
血液病和肿瘤患者进行小额支

持，缓解患者家庭在一段时间内
遇到的实际困难，起到辅助治疗
的作用。“因为新阳光主要是关
注血液和肿瘤领域，所以大多数
需求还是来自患者，患者的参与
是项目筹款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通过基金会在全国范
围内的 20 多个项目点， 发动了
当地的老师、志愿者以及医护人
员共同参与。 ”

今年新阳光计划在 99 公益
日期间上线的项目总体和去年
持平，大约为 60 个左右。但不同
的是，新阳光计划给予专项基金
更多支持。“一般来说，有很多专
项基金挂靠在基金会，其实是自
己在运作的，基金会只是给予他
们公募资质。今年我们希望把基
金会的平台打开， 不只是在 99
期间帮助他们制定专门的筹款
方案；在 99 之后，我们也希望为

这些专项基金提供长期的筹款
服务，更深次地帮助专项基金运
作， 参与到他们的长期规划中
去。 ”李婧表示。

据她介绍，今年 99 公益日
期间新阳光将重点推广患者筹
款项目， 对于基金会以往的品
牌项目，比如“病房学校”，基金
会将主打品牌传播和项目维
系。“对于这些品牌项目我们已
经开发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模
式，通过 99 的活动，我们一方
面希望同以往的捐赠人进行再
次联络， 一方面也是为项目拓
展更多长期的支持渠道。 我们
希望把筹款意识融入到项目中
去，培养项目老师、志愿者以及
医生等群体的筹款意识， 而现
在这两方面还是没有完全打
通，项目是项目，筹款是筹款，
比较割裂。 ”

“99 公益日快到了， 我们最近每
天都忙得昏天暗地！ ”

相信这句话能够引起很多公益
人的共鸣。 确实，与前两年的 99 公益
日相比，今年各基金会开始准备的时
间普遍比较早 ，在规则解读 、项目设
计 、文案宣传 、线上线下培训等方面
也更有针对性，倾注了很多精力。

已经有了两年的实战经验，今年
争取创新高的愿望能实现吗？ 基金会
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草根组织该如
何才能在这场公益盛宴中获益？ 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几家在前两年
99 公益日中筹款排名比较靠前的基
金会。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
下简称儿慈会) 上线项目超过
300 个，支持了 40 多家 NGO 伙
伴，获得 20 万人次支持，筹得善
款约 3344 万元。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儿
慈会共上线 197 个项目，支持了
60 多家 NGO 伙伴，获得 132 万
人次支持， 筹得善款约 8970 万
元。

经过两年实战，儿慈会的公
众动员能力有了很大提升。最明
显的变化是，从 2015 年的 20 万
人次支持， 到 2016 年的 132 万
人次参与，儿慈会链接的资源翻
了六倍多。在儿慈会副秘书长姜
莹看来， 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增
长， 主要还是因为参与到 99 公
益日活动中的项目多了，因此发
动的人数也就更多。

“另外， 这也是基于我们多
年来捐赠人培养的结果。 2015
年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去

跟大家解释， 比如什么是 99 公
益日、规则是什么，所以发动起
来相对有些难度。但是到了第二
年，我们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做动员。 99 公益日不只是这
三天的事情，我们在另外 362 天
做的事情要远远多于这三天。99
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落
实，而另外 362 天我们要做的是
链接资源、发现好的项目、培养
好的项目……”姜莹表示。

2015 年， 儿慈会主要以自
主项目地为主，发动的大多是基
金会自己的资源，比如固有的捐
赠人群体。 2016 年，儿慈会发动
了全国 19 个省的筹款战队，并
通过这种方式把当地的资源带
动起来。

今年，除了根据项目情况量
身定制 99 战略分析， 儿慈会还
将开展三场甚至更多的集结所
有项目的大型 99 公益日培训。
同时，借助六年多的网络筹款经
验，儿慈会还将在线上线下提供

全程筹款咨询与服务。
目前，儿慈会已经争取到超

过 800 万元企业配捐，计划上线
项目 300 个以上。 其中，基金会
自主项目仍占据大头，另外就是
专项基金、合作项目以及童缘联
劝项目。 据姜莹介绍，今年计划
上线的项目中有近百个新认领
的项目，这也是基金会今年工作
的一个亮点，即让一些没有参与
过 99 公益日的项目和 NGO 也
参与进来。

“我们希望通过 99 公益日
培养公众的捐赠意愿，让他们自
发参与公益。 因此，我觉得这段
时间内最主要的还是项目传播
和动员。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
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周
围都有一定的社群，只是很多人
不知道怎么去发动这些社群。而
且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特定
的关注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
这个关注者，并将他培养成自己
的志愿者或捐赠人。”姜莹谈道。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上
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
称真爱梦想)只推出了一个核心
项目———“梦想中心”，有将近 6
万人次参与捐款， 项目筹款约
1071 万元， 位列单个项目筹款
总额第一。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真
爱梦想共上线 59 个项目，包括
5 个自主项目，54 个联合劝募
项目， 获得超 35 万人次支持，
筹集善款 2873.14 万元。 其中，

“儿童素养教育计划”项目连续
两年筹款全网排名第一，近 8.6
万人参与捐赠，共筹得 1131.12
万元。

与去年准备的过程类似，今
年真爱梦想在策略上并没有太
大的变化，重点还是放在了社群
动员上。

一方面，真爱梦想在最大程
度上动员以往联结过的社群，包
括合作企业和受益人，同时邀请
名人发声，为所有参与者制作海
报， 让大家共同为基金会站台、

背书， 增加项目的曝光频次；另
一方面，基金会也延续了去年的
做法， 设置游戏规则和惊喜彩
蛋，鼓舞公众持续参与。

据真爱梦想副秘书长牛晓
介绍，今年真爱梦想今年计划上
线 110 至 120 个项目，其中主推
的还是“儿童素养教育计划”项
目。 另外，真爱梦想今年在非定
向配捐中新增了项目池。而为了
回应腾讯公益平台的要求、充分
发挥公募基金会的优势，真爱梦
想今年还发起了“真爱梦想教育
阵线”倡导，以教育为议题，号召
上百家优质公益机构伙伴共同
参与筹款。

“对于合作机构， 我们进行
了评估和扶持，希望他们能够结
合过往的筹款经验以及今年实
际筹款需求、动员计划来设定筹
款目标， 同时将预算细化到单
价、人数、场次等最小单位。在我
看来，99 公益日筹款应该理性、
有目标， 要做到不低估、 不盲
目。 ”牛晓表示。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阿
拉善 SEE 基金会共上线 12 个
项目， 支持了 8 家 NGO 伙伴，
获得 1.7 万人次支持，筹得善款
近 424 万元。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阿
拉善 SEE共有 73 个项目在线筹
款。 除了自有项目外，阿拉善 SEE
共联合 60家环保公益伙伴参与，
发起 63个环保项目，并为其中 53
个项目提供企业配捐。 2016年阿
拉善 SEE 共获得 17.9 万人次支
持，筹集善款 2417.7万元，在环保
类公益项目中排名第一。

据阿拉善 SEE 基金会副秘
书长张媛介绍， 去年的 99 公益
日，阿拉善 SEE 以 10 个项目中
心为核心，集中企业家及企业资
源，在制作企业一起捐、如何发
动捐款上提供一对一辅导，并制
定了详尽的企业支持指引手册。
同时， 基金会根据企业形象、企
业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帮助企业
选择支持的项目。

在筹款预热及传播方面，阿
拉善 SEE 连续两年为项目的企
业家代言人制作专属海报，号召
企业家、公众通过制作专属海报
或更换头像支持自己喜欢的项
目，并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 有
趣的是，2015 年企业家头像由
张媛通过手机一个个手动完成，
2016 年基金会把这一工作交给
了专业的设计公司。

另外， 基金会在去年 99 公
益日的三天时间内，每天会集中
针对一个项目进行宣传、 激励，

并针对惊喜时刻进行特别发动。
阿拉善 SEE 公众筹款项目

经理潘崇告诉记者， 前两年 99
公益日基金会筹款最多的是“一
亿棵梭梭”项目，“因为这个项目
属于公众参与项目，大家也容易
理解。 今年我们主打的是‘卫蓝
侠守护碧水蓝天’项目，这个项
目主要是支持一线的环保行动
者，希望通过我们的支持让他们
在一线的环保行动更有力量，同
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整，让大
家了解环保不只是种树那么简
单， 需要更加专业的机构和力
量。 ”

今年基金会将更加突出议
题倡导，根据具体议题设置非定
向配捐以及非定向资金池，并根
据现有议题征集合作伙伴。 另
外，基金会将通过企业线下场景
参与，比如通过高铁地铁等交通
枢纽广告、城市地标广告、企业
门店宣传、企业员工和客户动员
等方式，发动更多会员企业及公
众参与一起捐。

目前阿拉善 SEE 已经确定
近 2000 万元的企业匹配， 预计
上线 120 个项目，支持 110 家机
构共同筹款。“对于达到筹款目
标的机构我们也有一些激励措
施，提供传播资源回馈，比如持
续一周的高铁广告投放等。除了
激励机制，我们在前期非常重视
对机构的赋能，希望从基金会角
度全方位提升这些机构的能力，
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公募平
台的作用。 ”潘崇表示。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做好项目传播和动员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重点放在患者筹款项目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将工作细化到最小单位

阿拉善 SEE 基金会：
突出自身议题倡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