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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汇报 99 公益日“战况”
1268万人次捐款 8.299亿元，加配捐超 13亿元

首日观察：
有基金会自行配捐，
腾讯配捐比例走低

99 公益日第一天， 腾讯总计
9999 万元的配捐资金在临近中午
时全部用完， 累积帮助项目 6000
个， 而晚间 9:09 分惊喜时刻中的
666.66 万元也在数分钟之内被 87
个项目瓜分。 截至 9 月 7 日晚间
10:38 分， 腾讯公益平台显示，首
日捐赠人次超过 538 万， 捐赠金
额超过 3.15 亿元。

首日，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累计筹款金额超 5692
万元，捐赠人次达到 75 万，其中
“9958 爱心病房”项目筹款总额超
812 万元（包含惊喜时刻配捐金
额）， 获得腾讯配捐 123 万元，企
业配捐资金 16.9 万元， 成为首日
基金会筹款和单项筹款的双料

“冠军”；阿拉善 SEE 基金会共有 6
个项目入围筹款前 99 名， 其中
“留住长江的微笑”项目共筹集资
金超过 204 万元（包含惊喜时刻
配捐金额）， 腾讯配捐超 15.8 万
元， 而 6 个入围项目累计获得企
业配捐超过 375 万元， 为首日揽
获企业配捐资金最高的基金会。

本报记者发现， 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的“儿童素养教育
计划” 项目首日获得企业配捐超
113 万元，而该“企业”方即为上海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本身，此外，
还有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深圳慈善会、陕

西省慈善协会等为机构自有项目
进行配捐。

《公益时报》对首日筹款前 99
名的项目筹款金额进行计算，以
期得到每个项目公众筹款与腾讯
配捐的比例关系， 即各项目需要
多少元的公众捐赠， 才能获得 1
元腾讯配捐。 通过比对发现，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下设的“送春蕾
女生成长礼”项目是首日最难获腾
讯配捐的“苦主”，该项目共筹集资
金 64.79万元，腾讯配捐资金为 1.1
万元， 意味着该项目每接收 62.65
元公众善款，才能获得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 1元的配比资金。

此外， 记者发现个别项目存
在配捐总额与筹款总额不符的现
象。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钢丝
善行爱心大粤行” 项目首日累计
筹集资金 120.8 万元，但据腾讯公
益平台项目页面显示， 该项目获
得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配捐资金
113.3 万元，获得腾讯基金会配捐
资金超 11.8 万， 两者相加已超过
该项目显示的首日筹款总额。 而
阿拉善 SEE 基金会下设的项目也
存在类似情况。

次、末日观察：
“诡异”的捐赠记录

99 公益日第二天临近尾声
时，据《公益时报》记者统计，前两
日共有 942 万人次捐赠 5.59 亿元
善款， 而第二日 1 亿元的腾讯配
捐资金也在半小时内即宣告“清

空”，共帮助 6207 个项目。 与首日
538 万捐赠人次、3.15 亿元捐赠资
金的数据相比， 第二日增速有所
放缓。

值得关注的是， 在许多项目
的捐赠明细中， 出现了令记者感
到费解的捐赠行为。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儿童素养教育计划”在第二日共
有 50727 人次参与捐赠，项目累计
筹集资金超 441 万元， 获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配捐 220.4 万元，获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自行配
捐 116.3 万元。但在该项目的捐赠
流水中，出现了相同 ID 间隔仅有
1 至 2 秒的重复捐赠。

而中华儿慈会“为那一抹难
忘的纯净” 项目第二日共筹款
267.9 万元（包含惊喜时刻配捐资
金）， 获得腾讯配捐资金 76.2 万
元，第二日筹款排名第 9。 记者截
取该项目最新捐赠明细， 也发现
一个有相同名称的 ID 在同一时
间段内反复进行捐赠， 且绝大多
数捐赠金额只有几分钱。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授渔计划一帮一
助学” 项目等众多第二日筹款额
排名靠前的项目中。

而另有很多项目并未显示其
捐赠明细，在有显示的项目中，许
多项目的捐赠明细中并未发现此
类问题。

鉴于有不少人怀疑此现象是
尽可能多地获取配捐的“刷单”行
为，记者在 9 月 9 日凌晨 3 点，即
第三日配捐尚未开始时再次进行

观察， 发现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
基金会“白血病我不怕你”项目在
此时仍旧保持着非常高的捐赠人
气， 其捐赠流水中仍旧不间断出
现众多 ID 相同的捐赠，金额大多
以 1.99 元、0.01 元、0.49 元的低额
度为主。 而记者在该项目的捐赠
栏中， 并未发现符合这些低额金
额的默认捐赠选项， 更无法在捐
赠页面直接输入小数点。

而在记者观察的短短 8 分钟
内，该项目的捐赠数据就从 41297
人次、64731.76 元上升至 42246 人
次、66512.18 元， 捐赠人次增加近
千，捐赠金额增加近两千。

截至目前， 腾讯尚未对此有
明确答复，但有公益人士表示，许
多类似行为并非募捐机构所为，
有可能是对知名公益机构或项目
的恶意攻击。

99 公益日经过短短三年 ，已
经成为公益界名副其实的重大节
日。 中国绝大多数活跃的公募基
金会和社会服务类机构都积极参
与其中。 阿里巴巴今年更是在 99
公益日之前，发起了“95 公益周”。
显然， 互联网企业已经将竞争的
战场扩张到公益领域。 在 99 公益
日前夕， 公益机构对其充满了极
大的期望，但是当 99 公益日结束
之后很多公益组织却充满了失望
与沮丧。 这种过山车式的集体情
绪变动其实暗含着双重危机 ：腾
讯的危机与公益界的危机。

腾讯面对的危机

危机 1：配捐激励效应正在减弱
从 2015 年到 2017 年，腾讯每

年都拿出配捐资金动员公众捐
款 。 2015 年腾讯拿出了 9999 万
元 ，2016 年腾讯拿出了 1 亿 9999
万 元 ，2017 年 腾 讯 拿 出 了 2 亿
9999 万元 。 与此同时 ，2015 年有
2178 个筹款项目 ，2016 年有 3643
个筹款项目，2017 年有 6466 个筹
款项目。核算一下，2015 年到 2017
年平均每个筹款项目能够得到腾

讯配捐资金分别为 4.59 万 、5.49
万、4.63 万元。 尽管从筹款项目平
均配捐额度来看，差别不大，但是
从配捐时间来看， 相比过去两年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今年 99 公
益日的第一天由于腾讯平台故障
的问题，从 9 点开始就没有配捐。
在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在半小时
之内当天的配捐资金全部配完 。
如此短的配捐时长， 使得配捐激
励效应出现很大程度的消减。

危机 2：公益组织出现的套捐
现象

对于大多数公益组织而言 ，
动员公众捐款的能力毕竟有限 。
从过去的 2015 年和 2016 年，都存
在着一定数量的公益组织套捐的
行为， 从而能够得到腾讯和其他
企业的最高额度的配捐资金。 由
于公益组织的套捐行为相对比较
封闭， 腾讯也无法得到相关的证
据证实哪家公益组织存在着套捐
行为。 显然，腾讯对于公益组织的
套捐行为缺乏制度上的规制。

危机 3：多个公益项目首次出
现疑似机器人刷单

根据 《公益时报 》的报道 ，上
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中华儿慈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多个筹款项
目都出现了疑似机器人刷单。 尽
管目前看来， 这样的疑似重复刷
单性小额捐款还没有看出对腾讯
平台的负面效应， 但是对于上述
基金会的筹款项目无疑带来了一
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公益时报》
的这篇报道得到了大量的转发 ，
说明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腾讯
并没有对此现象给出调查解释。

公益界面对的危机

危机 1：公益界缺乏与腾讯有
效对接与协商的机制

从 2015 年到 2017 年，公益界
对于 99 公益日的参与呈现出个
体化的特征。 对于影响近万个公
益组织的平台型事件， 公益组织
没有形成一个代表公益界整体利
益的协调机构， 向腾讯表达公益
界的集体诉求。 在过去两年，一定
数量的公益组织对于腾讯不断修
改配捐规则、 不向公益组织公开
公众捐赠人的相关信息等诉求并
没有传递到腾讯， 并对其产生制

约作用。

危机 2：公益组织的熟人筹款
难以真正走向陌生公众筹款

国内公益组织的筹款历史经
历了从过去以国际 NGO 为主，进
而转移到以国内基金会、政府、企
业、公众等多元筹款主体的发展。
应该说， 大多数国内的公益组织
对于公众的筹款历史无论是在线
下还是在线上都是非常短暂。 当
公益组织始终面临着资金压力的
时候，腾讯 99 公益日伸出了橄榄
枝，公益组织为了在 99 公益日筹
得更多的资金， 大多数都是动员
公益组织周围的亲朋好友等熟人
关系。 这样一种熟人关系如果长
期连续性的筹款， 必然会出现高
比例的衰退。 因为支撑这样的筹
款背后不是认同筹款项目理念 ，
而是基于人情、 面子等关系资源
的交换。 这样的交换从本质上来
说就无法实现重复性捐赠。

危机 3：公益组织正在弱化社
会动员的能力， 抽离成了资源动
员与投放的能力

公益组织缺乏资金是世界性

的普遍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
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我在美国访
学期间，走访了多个公益组织，都
在讲述机构的资金不足的问题 。
但是我对美国的公益组织观察 ，
他们当然非常重视筹资， 但是这
些组织更加重视机构的支持者与
服务群体， 而且支持者与受助群
体要么是同一群体， 要么是居住
在同一区域。 因此，美国公益组织
的支持人都具有长期性特点 ，并
且与受助群体保持着长期的 “面
对面连接”。 99 公益日无疑对于公
益组织的筹资有着重要的意义 ，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拉大了公益
组织支持者与受助群体的空间距
离， 实现了相互之间的 “虚拟连
接”。 这样，公众支持者就会想当
然地将每年短短三天看做是支持
公益组织就足够了， 剩下的事情
就是公益组织花好钱的事情了 。
在 99 公益日的无形塑造下 ，公益
组织弱化公众支持人与受助群体
的 “空间连接 ”，更为看重公众的
捐赠能力， 而不是公众的参与能
力。 无疑，这样的公益组织被简化
成了公众资源动员和投放的机
构。

配捐资金被“秒杀”，腾讯平台数据存疑记者观察

� � 深夜 3 点还在不断出现的低额捐赠， 而该项目捐赠栏中并没有
“1.99 元”的默认选项，也无法在其中直接输入小数点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

99 公益日的双重危机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上周末，第三届 99 公益日落
幕， 从整体数据上看， 今年的 99
公益日又一次刷新国内互联网募
捐纪录。

腾讯方面数据一览

腾讯方面给出的数据显示，
2017 年 9 月 7 日到 9 日期间，腾
讯公益平台共动员 1268 万人次
主动捐出 8.299 亿元善款，为 6466
个公益项目贡献出力量。 相比去
年同期的 677 万人次捐赠， 今年
的网友捐款金额达到去年的 2.72
倍，参与人次达到去年的 1.87 倍。

9 月 7 日，99 公益日启动第
一天， 不到 1 分钟时间里就有近
2 万人次网友慷慨解囊， 善款冲
破 860 万元。 10 分钟后，捐款人
次快速攀升至 169 万， 一下翻了
100 多倍； 善款也由 861 万元一
举冲至 1.3 亿元。 由于海量爱心
捐款蜂拥而至，9 月 7 日上午，腾
讯公益系统一度出现不稳定的状
况， 但很快在技术团队抢修下恢
复正常。

截至 9 月 7 日晚 12 点，捐款
人次已达 543 万，善款金额达 3.06
亿元。 仅一天时间，就一举打破去
年 99 公益日三天（捐款总额 3.05
亿元）总和。

9 月 8 日一早，捐款人次和捐
款金额平稳上升， 截至当晚 24
点，两日累计吸引 940 万人次，爱
心善款也激增到 5.48 亿元。

最终，9 月 7 日至 9 日三天
内，99 公益日共动员 1268 万人次
捐款 8.299 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的 2.9999 亿元配捐，以
及爱心企业配捐成功的 1.77 亿
元，此次 99 公益日善款总额超过
13 亿元。

本次 99 公益日共有 6466 个
公益项目得到帮助。 其中，教育助
学类项目得到了最多的牵挂与支
持， 在筹款金额中占比 31.9%，其
次分别是疾病救助类 27.42%、扶
贫救灾类 9.67%、环保及动物保护
类 6.51%。

另外，今年有 300 多家爱心
伙伴加入 99 公益日爱心阵营，

成为场景化公益的重要平台。 恒
安集团尝试“中国企业互联网公
益实验室计划”， 全国超 3 万家
门店传递公益； 华润万家全国
2833 家门店支持市民随手捐支
持贫困母亲保护传统手工艺；在
一汽大众全国的 4S 门店， 可以
随手小额捐赠创未来环保项目；
周大福全国 2000 家门店， 携手
消费者一起守护中国最濒危水
鸟及其栖息地； 超过 2000 万个
顺丰文件封和快递胶袋也在持
续传递爱心。

除此之外，小红书、回收宝、
转转、映客、微拍堂、富途证券、悦
动圈、 快手等腾讯生态企业也以
趣味性的形式首度加盟， 力图展
示全民公益的形态。

腾讯管理层怎么说

9 日，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腾讯公司总
裁刘炽平通过一封全员公开信表
达看法， 他们认为，“99 公益日已
经不仅是行业里的公益狂欢，更
是推动全社会汇集了一股从指尖
到心间的公民力量”。

腾讯主要创始人、 腾讯基金
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则
表示， 通过越来越多“场景化公
益”的构建，中国人的公益行为已
超越单纯的捐款， 而是主动渗透
到了生活之中。 爱心不再是单纯
理念，更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如何看待已经举办了三年的
99 公益日， 腾讯基金会秘书长翟
红新表示，99 公益日希望呈现的
并不是宏大的数据， 而是让公众
体会到公益的快乐， 她说：“99 公
益日的真正作用是放大公益项
目、机构的影响力，来让公众真正
关注和参与进来， 以更多方式去
支持有需要的人和事。 ”

“腾讯公益将继续完善透明
披露机制，包括公益机构的披露、
项目的披露、资金使用、爱心志愿
者反馈等”。 腾讯公司高级副总
裁、 腾讯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表
示，99 公益日配捐结束后，腾讯公
益团队会继续完善自身的平台和
机制， 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跟行业
专家、媒体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13 亿善款流向引关注

《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
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
施情况。

针对超过 6 个月的公开募
捐，要求“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
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
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
情况”； 针对实施周期超过 6 个
月的慈善项目，要求“至少每三
个月公开一次项目实施情况，项
目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
开项目实施情况和募得款物使
用情况”。

和《慈善法》同时实施的民政
部部门规章《慈善组织公开募捐
管理办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加
强对募得捐赠财产的管理， 依据
法律法规、 章程规定和募捐方案
使用捐赠财产。

确需变更募捐方案规定的捐
赠财产用途的， 应当召开理事会
进行审议， 报其登记的民政部门
备案，并向社会公开。

慈善组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
定期将公开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
实施情况向社会公开。

据了解，作为 99 公益日活动
发起方，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
今年 5 月发布了“透明披露”产品
组件， 对社会组织需要披露的内
容和频次做出了明确规定， 其中
包括了募捐金额、 善款支出数据
和执行报告等方面， 便于公众清
晰了解所募善款去向和公益项目
进度。 透明度组件与今年 99 公益
日准入机制进行绑定———没有按
要求作出完整信息披露的社会组
织， 不具备参加 99 公益日的资
格。

据了解，截至今年 8 月，参与
去年 99 公益日的 3643 个公益项
目， 有 3285 个进行了善款执行信
息的披露。 其中，已经完成善款执
行的有 1672 个项目 ， 占比为
45.9%。

而针对今年 99 公益日，基金
会中心网将组成善款使用信息跟
踪团队，从慈善组织信息、捐赠人
信息、 善款支出信息三方面跟踪
99 公益日善款流向。

其中，慈善组织信息包括善
款接收方、项目发起方、项目名
称等， 捐赠方信息主要包括配
捐机构名称、配捐金额等，善款
流向将追踪支出金额、 支出进
度、善款用途等描述，以及每一
次善款信息披露时间点， 从而
来评估信息公开的内容和频率
是否符合 《慈善法》 等相关要
求。

另外，按照《慈善法》规定，
2018 年上半年， 所有慈善组织需
要向社会公开 2017 年年度工作报
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
告须经审计。 基金会中心网将对
照与 99 公益日中的信息进行对
比。

基金会中心网计划于 2018 年
年中，发布第三“99 公益日善款收
入和支出分析报告。 同时，基金会
中心网将根据《慈善法》以及《慈
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 建立在线信息
公开专题页面， 关注并及时公开
99 公益日所募善款在具体公益项
目中的使用情况。

（综合腾讯、中青在线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