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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0 新闻

99 公益日：国字头基金会的坚持与创新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联合更多中小企业参与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
“福基会”）共上线 85 个项目，支
持 14 家公益机构， 募集善款合
计 2852 万元（公众捐赠 1543 万
元， 腾讯配捐 1309 万元）。 筹款
前 10 名的项目包括春苗计划、
资教工程、免费午餐、暖流计划、
缘梦基金、授渔计划等，单个项
目筹款额均超过 100 万元（含配
捐）。

2016 年， 福基会共上线 245
个项目， 支持 125 家公益机构，
募集善款合计 8233 万元（公众捐
款 3809 万元， 腾讯配捐 2393 万
元，企业配捐 1719 万元，惊喜时
刻配捐 312 万元）， 筹款总额排
名第二。 筹款前 10 名项目包括
春苗计划、社区基金、免费午餐、
微孝暖夕基金、授渔计划、919 大
病救助工程、暖流计划、资教工
程、光爱基金等，单个项目筹款
额均超过 300 万元（含配捐）。

在准备工作方面，2015 年福
基会主推的是比较成熟且知名
度比较高的项目，并联合了一些
合作时间比较长的机构共同参
与。 2016 年，福基会将准备时间
提前了两个多月，做了多次规则
解读、公众筹款动员、企业参与
等多维度的专题培训，在传播上
也做了很多探索和尝试。 此外，
2016 年福基会还募集了 1200 万
元的非定向资金支持项目。

福基会品牌发展部负责人
黄晨乐表示， 今年 99 公益日最
主要的变化是线下场景的参与
和中小企业动员，也包括对小微
社会组织的联合劝募等，“腾讯
公益一直希望有更多人通过 99
公益日这样一个公益行业的‘双
十一’来推动更多相关方参与到
公益活动中。 对我们来说，这也
能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影响。 因
为从捐赠结构来看， 福基会 55%
的机构捐赠中有 90%以上都来自
中小企业。 ”

今年， 福基会将联合 500 家
以上中小企业，通过企业一起捐
的形式参与捐赠，对企业线下活
动的渗透也成为基金会重点推
动的方向。 在联合劝募方面，福
基会今年联合了贵州、 陕西、福
建、江西、甘肃五个地区的区域
伙伴， 为属地小微机构参与 99
公益日提供有针对性的一条龙
服务。

目前，福基会筹款项目的上
线工作基本已经完成，今年计划

上线项目约为 570 个， 主推“919
大病救助工程”和“童享工程”等
10 余个自主品牌项目，重点放在

“梧桐成长计划”的伙伴机构上。
“我们已为 300 余家小微机构的
410 余个项目提供服务， 基金会
也会拿出 500 万元非限定资金，
用于支持‘梧桐成长计划’伙伴
机构的工作经费。 我们希望 99
公益日能够成为优秀的公益项
目在公众面前曝光的最佳通道，
也期望 99 公益日真正成为每个
人了解公益、 参与公益的平台，
成为人人公益、 全民公益的入
口。 ”黄晨乐告诉记者。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以服务女性和家庭为重点

2015 年 99 公益日， 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
会”）上线 103 个项目，支持了 18
家公益机构， 获得 15 多万人次
支持，筹款总额 1260 万元。

2016 年， 妇基会共上线 174
个项目， 与超过 66 家公益伙伴
合作，获得 39 万人次参与支持，
筹款总额超过 3400 万元。 其中，
母亲健康快车、妈妈制造、母亲
邮包项目筹款排名前三，筹款相
对较多的项目均为妇基会自有
品牌公益项目。

过去两年，妇基会非常重视
99 公益日期间的宣传工作，先后
制作和投放了公交、地铁、机场、
纽约时代广场等公益广告。 在加
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妇基会不断
对项目进行梳理，以服务女性和
家庭为重点，打造“为了她的好
项目”专题。

另一方面，妇基会也非常注
重对社会组织能力的培养，整合
包括企业在内的资源，开展针对
品牌项目以及认领机构项目的
提前劝募和动员。 比如，在母亲
节前后，妇基会组织开展了“超
仁妈妈”活动，集合一批由女性
公益人发起的项目，统一上线进
行筹款， 通过筹款奖励机制，充
分激发社会组织的筹款积极性。
同时基金会方面也不断推动“超
仁妈妈”之间的交流，让各方经
验得以广泛分享。 而这些也可看
作是对 99 公益日筹款进行的

“练兵”。
今年， 妇基会计划上线 200

多个项目，重点仍在女性和家庭
等相关领域。 针对规则上的变
化，妇基会对配捐池进行了重新
分配。 妇基会腾讯众筹项目负责
人赵光峰谈道，“一起捐”的功能
非常便于妇联体系的发动，他
说：“相较于前两年，我们除了发

动华润万家、 国美电器等企业
外，也为妇联组织进行了‘一起
捐’的专题培训。 另外，妇基会特
别注重项目的透明度、公信力建
设， 因为今年上线项目较多，我
们今年进一步加强了项目审核
和风险把控。 ”

对于 99 公益日这种形式，
赵光峰谈道：“如何利用互联网
思维，探索公募与私募、大型基
金会与草根组织的结合，构建一
个线上与线下互相补充、相得益
彰的联合劝募平台，是妇基会近
几年一直探索和尝试的重点。 一
方面，我们希望让微公益带动大
公益， 使社会公益资源最大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培育更多
更专业的新生力量，努力提高草
根组织的组织能力、团队能力和
专业化水平，迎接全民公益时代
的到来。 ”

中国扶贫基金会：
动员更多力量参与扶贫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中
国扶贫基金会共上线 245 个项
目， 支持了 180 家公益机构，获
得 10 余万人次支持， 募集善款
合计 1854.19 万元， 其中公众捐
赠 1036.15 万 元 ， 腾 讯 配 捐
818.04 万元。

2016 年，扶贫基金会共上线
247 个项目， 支持了 196 家公益
机构， 共获得 41.68 余万人次支
持， 募集善款合计 2920.8 万元，
其中公众捐赠 1762.5 万元，合计
配捐 1158.3 万元。 过去两年，扶
贫基金会的“用步数度量生命价
值”“我为公益伙伴筹食量”“让
毕节儿童吃饱穿暖”“抗战老兵
关怀”等包含兴趣类筹款、公益
人个人魅力筹款、关注留守儿童
及老兵等项目 99 筹款及配捐额
排名比较靠前。

据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
红涛介绍，过去两年，扶贫基金
会 99 公益日主要以 NGO 合作
为主，经历了从项目合作到机构
合作的不断变化，同时也不断探
索企业合作的新模式。 2015 年，

扶贫基金会采取的策略是快速
联合更多的小伙伴共同参与，并
通过 QQ 群、微信群、邮件、电话
等各种方式动员更多伙伴一起
参与。

2016 年，扶贫基金会更加注
重与优质 NGO 之间达成全方位
的深度合作，举行了多场线上线
下规则分享会，逐条为合作机构
解释规则，更大限度地帮助他们
设计合理的、适合公众筹款的项
目及筹款计划。 另外，扶贫基金
会也积极沟通和整合企业资源，
为品牌项目及合作 NGO 项目进
行配捐。

陈红涛谈道，其实从 2016 年
起，99 公益日就开始关注企业在
公益行业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动
员企业加入配捐行列。 2017 年，
腾讯公益已将企业视为公益行
业最重要的一环，各项政策和资
源向企业倾斜，企业参与公益的
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 特
别是企业一起捐功能的推出使
得企业动员员工参与的生态体
系正式形成。

2017 年， 扶贫基金会计划
上线约 300 个项目， 主推项目
为“善行 99 为扶贫”。“结合精
准扶贫，我们将在生计扶贫、教
育扶贫、救灾扶贫、健康扶贫四
大领域内更大限度地支持扶贫
类项目。 我们希望通过 99 公益
日这个平台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齐心协力，多渠道、多角度、多
资源参与到脱贫攻坚中， 为改
变贫困人群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做更多努力。 ”陈红涛表示。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向 NGO 伙伴开放资源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

“儿基会”）联合 114 家公益组织
推出了 131 个项目，共获得 46 万
人次支持捐赠，筹集善款 2800 多
万元。 其中，“为 5 加油”项目得
到安利公司 6000 多名销售人员
参与，筹款达 501 万元；“爱心书
箱 书香中国”项目得到了北京

市邮政系统的大力支持，获捐 57
万元 ；“乡村老师心灵关怀 ”
“HELLO 小孩”等自主项目获得
捐赠也非常可观，而基金会已经
实施 28 年的“春蕾计划”依然是
公众捐赠的热点项目。

与其他基金会类似，以往儿
基会除了自身层面的动员工作
外，也非常重视对于自有项目的
长期捐赠伙伴、执行团队以及持
续支持基金会项目的爱心网友
进行再动员。 今年，儿基会花费
精力最多的工作之一是对于在
儿童领域公信力较强的 NGO 伙
伴的招募和培训， 认领的基层
NGO 的项目也有一定增长。

另外，儿基会在 99 公益日
宣传方面也做了一些创新。 今
年 9 月 9 日恰好是周六， 届时
儿基会将联合其他 NGO 伙伴
在商场、影院、高校、写字楼等
人员密集的地方安排劝募点。
儿基会还将推出不同版本的 99
公益日主题公益广告，在北京、
深圳、广州、成都等地机场、地
铁投放， 其中深圳地铁方面还
会为基金会开通公益项目专列。

由于合作伙伴来自全国各
地，为了节约沟通成本，提升沟
通有效性， 儿基会建立了“2017
中国儿基会 99 官方群”， 通过
“5+2”以及“白+黑”的方式进行
全程分享、指导，同时基金会还
特别邀请了行业知名筹款人、优
质众筹项目负责人进行线上经
验分享和答疑。

目前，儿基会已经确定 2000
万元配捐，主推“春蕾计划”“儿
童快乐家园”“HELLO 小孩”等
优质品牌项目。“这些项目的受
助对象的申报、管理和反馈机制
都是标准化的，但以往这些项目
我们都是通过各级妇联系统进
行实施， 我们希望通过 99 公益
日这个契机， 丰富 NGO 伙伴的
项目，同时也提升他们的项目管
理能力。 我们不仅是要跟这些民
间组织分享公募权，更是要在培
育行业内小伙伴的公益性和公
信力上下功夫。 ”儿基会项目部
主任李园谈道。

� � 上周本报介绍了中华儿慈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阿拉善 SEE 基金会以及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等四家基金会
在过去两年 99 公益日的筹款经验，以及他们今年的筹备工作。
本周，我们继续推出 99 公益日筹款专题，为大家介绍四家国字
头基金会在过去的 99 公益日中的筹款经验以及他们对于 99 公
益日的看法。

8 月 9 日至 10 日，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年度培训会暨项目区 99 公益日活动说明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