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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业属于政治敏感度低、社会关注度高的行业，谁都可以质疑，处理不好有可能就
是一场风波。 公众捐款多就更容易出现质疑，这是双刃剑，不可回避。 中国公益慈善发展道路
不可能是平坦的，必然会有波折，怎么样把它转变成对公益慈善的促进，需要很长的道路要
走。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在接受《公
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7年 15个亿

中华儿慈会的筹款秘籍

成立仅八年，中华儿慈会走
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以“民间性、资助型、合作
办、全透明”为机构发展战略，中
华儿慈会在成立之初便推出“童
缘”项目，资助了近 300 家儿童
慈善组织，并由此形成儿童慈善
领域的合作联盟。 也正是基于这
样的实践， 自腾讯从 2015 年推
出“99 公益日”活动以来，中华儿
慈会连续三年在该活动中筹款
额位列第一， 并呈持续增长状
态。

虽然中华儿慈会在运作初
期即确定了走资助型基金会的
道路，但“纯资助型”基金会不好
筹款，一方面是捐赠人还不能特
别理解这种形式，另一方面是互
联网筹款多为指向性捐款。 面对
这样的问题，目前中华儿慈会只
能以非限性筹款投入到“童缘”
这些平台项目中，用于资助民间
NGO 的发展。 但是王林相信，如
果资金来源能保障的话，NGO
能做得更大更深更广。 所以，王
林表示， 还需要对公众多倡导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理念。
在问及筹款秘籍时，王林强

调：“99 公益日筹款高，不单单依
靠认领项目的数量，还要依靠项
目的质量。 2017 年 99 公益日是
竞争的一年，各家公益组织各种
培训提前布局，但是我坚信我们
依然是第一，高手对决比的不是
功力谁更深，而是比谁的漏洞更
少， 所以要仔细仔细再仔细，把
自己做好！ ”

两个节点

回顾中华儿慈会的发展历
程，王林给出了两个发展节点。

节点一 ：2015 年———99 公
益日筹款第一 ，首次亮相 “中国
慈善基金会榜单”。

第一个发展节点是 2015 年
99 公益日的设立， 当年该活动
中， 中华儿慈会的互联网筹款
3344 万元，排名第一。 也是在这
一年，成立仅 5 年的中华儿慈会
在“2015 年中国慈善榜”首次推
出的“中国慈善基金会榜单”中，
以 2014 年捐赠收入 9465.35 万
元，排名第 10，在一众老牌全国
公募基金会中争得一席之地。 在
此后的两年里，中华儿慈会在这
份榜单上稳步前进，分别以 2015
年捐赠收入 19067.21 万元和
2016 年捐赠收入 33706.32 万元，
排名第 9 和第 7。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7 年中
华儿慈会的捐赠收入总额为
5.57 亿元，“99 公益日” 筹款 2.1
余亿元。 据了解，今年的中国慈
善基金会榜单，除统计年报数据
之外，还增加了透明度和社会影
响力（网络搜索排名）的综合数
据。 以透明度见长、公众筹款为
主的中华儿慈会，今年的排名情
况依然可期。

“这是个必然的结果，这个
数据是我们此前几年心血的体
现，因为我们真正的去拥抱互联
网是在 2012 年， 当时互联网筹
款 168 万元， 占全部筹款额的
8% ；2013 年是 21% ，2014 年是
35%。 直到 2015 年，互联网筹款
额真正提高， 这里有一个转变，
就是互联网筹款首次突破 50%，
超过其他渠道达到 62%，这标志
着我们的善款来源结构发生了
变化。 同时，当年的个人捐赠占
到筹款总额的 78%，2016 年占到
73%，2017 年占到了 70.4%，达到
3 亿 9 千万元。 ”王林解释说。

同时，王林分析称个人捐款
的增加和互联网捐款占比的增
加证明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
华儿慈会对项目的选择立项、项
目执行以及项目的公开透明这

三个方面比较注重， 规范
化、专业化操作，取得了公
众信任； 另一方面是互联
网筹款获得年轻人群体的
认可。“2015 年第一让我们
坚定了信心，第二是在实践
中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所以
在此后的两年里，99 公益
日筹款数额获得翻倍的增
长。 ”

节点二 ：2017 年———
筹款总额超 15 亿，机构改
革成功。

第二个发展节点，王林
将其定在了 2017 年 12 月
15 日。 这一天，中华儿慈会
的筹款总额超过了 15 亿
元， 标志着基金会从此进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以此论证
和验证了 2015 年对机构做的改
革和梳理，这一变化是基本成功
的。

据王林介绍：“中华儿慈会
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大的
调整与梳理，一次是基金会建立
之初，听取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徐永光的建议，改传统基金会
的运作模式为资助型发展道路。
通过做资助型基金会， 把执行、
管理、监督三位一体，就形成了
科学的管理体系。 监督方面，主
要是通过招标引进第三方，定期
对这些资助项目检查，再报给我
们。 我们出资金，公益组织做执
行，第三方监督，各有分工，就能
够真正地保证善款和项目的公
开和透明。 这个模式出来后获得
民政部的认可，‘童缘’项目刚推
出半年就获得中华慈善奖。 ”

但是，2012 年中华儿慈会遭
遇财务记账失误的“小数点风
波”， 受到媒体严重质疑。 王林
说：“虽然因为机构的透明度高
和草根 NGO 的力挺，渡过难关，
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和支持。 但
是，我们还是开始了对组织的反
思与调整。 ”

王林介绍说：“过去我们对
组织机构的设置，包括人员管理
和项目管理都有点随机。 2014 年
开始，我们做了调整，请 ABC 美
好咨询社等机构根据基金会的
情况，在部门设置、人力资源管
理、薪酬架构以及基金会整体发
展与制度匹配，做了一个全方位
的咨询建议，由此发生了一个大
的变化。 我们实行目标责任制管
理，定编定岗定员，关键岗位全
部固化沉淀。 年初时秘书处和所
有项目签订目标责任制，项目和
个人签订目标责任制。 这样一
来，大家都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
责任， 包括一年中的筹款额、需
要救助的人数、需要完成多少宣
传报道、 组织多少次活动等，全
都做了量化标准。 这样不仅方便
管理， 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杜绝了公益行业‘好混不好干’
的现象。 ”

“我一直强调靠制度去管
人，用流程去管事，靠团队去拼
搏， 用科学规范化的管理求发
展。 现在我们的制度非常完善，
所有的项目都有操作手册、详细
的操作流程。 同时我们也实行了
预算制，年初有预算、年中有检
查、年底有总结。 ”整个访谈过程
中，王林不止一次提到调整后的
制度。

其中， 王林特别提到的是：
“公众捐款是我们比较注重的，

因为基金会的企业大额捐款不
多， 瞄准的是公众筹款的市场，
但是反过来，公众对你筹款的要
求就比较高， 监督比较厉害，特
别容易受到质疑，这就对你的项
目在公开透明方面要求比较高。
所以 2015 年， 中华儿慈会成立
了项目监测部，对所有项目进行
监测，有 30 多项测评标准，要求
周有周报、 月有月报、 季有季
报。 ”

三个发展趋势判断

趋势一：资助型基金会是公
益慈善发展的道路。

经过八年的实践，中华儿慈
会先后资助了 300 多家 NGO 组
织的发展，优势明显，一方面是
使更多 NGO 组织得到发展和提
升， 特别是有发展潜力的组织，
可以互相学习携手并进；另一方
面是发展过程中双方可以互补。

对此，王林的解释是：“随着
《慈善法》的颁布，公益慈善事业
的发展，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
金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此
处的分明主要表现在分工越来
越细。 比如有募款资格的公益组
织， 优势是资金筹集能力强，而
有些公益组织没有筹款能力，或
者不具备筹款资格，但是执行能
力强。 比如凉山地区的公益组
织， 他们有自己的地域优势，有
自己的团队和志愿者，我们提供
资金，他们做好项目执行和反馈
即可， 我们做好项目的透明度，
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好的资源来
支持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公
益慈善发展的道路，双方共同发
展，推动公益慈善的发展。 ”

同时，做资助型基金会的弊
病也同样明显：“虽然我们是资
助型为主， 但是从目前来看，纯
资助型不好筹款，因为捐赠人还
不是特别理解这种形式，认为既
然公益项目不是我们做的，就没
必要经过我们这个环节，直接把
钱捐给项目操作方就好。 我们每
年的筹款中 80%以上都是有指
向性的，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操作
的公益项目，这些善款也许就流
失了。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拿非
限资金投入到‘童缘’这些平台

项目中， 用于资助民间 NGO 的
发展。 而非限资金在互联网上是
筹集不到的，互联网筹款都是指
向性资金，非限资金只能向企业
募集，我相信如果资金来源能保
障的话，NGO 能做得更大更深
更广。 ”

趋势二： 基金会要创新，时
刻保持与新技术的关注与应用。

在王林看来，基金会的首要
宗旨是要创新，创新是必须要做
的， 因为它承担着社会责任，有
试错的机会和空间。 据说今年腾
讯、阿里等平台的捐赠数据要开
放， 公益组织若需要可以调取，
对未来的大数据筹款是一个好
的发展趋势。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过，一直关注科技的发展。 互联
网发展不仅仅是科技的发展，而
且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
经济、 生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
个变化就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习
惯、捐赠习惯等。 互联网是科技
助推公益慈善最重要的一步，谁
没抓住机会，谁就会掉队。 利用
互联网筹款，中华儿慈会不是一
般地积极。 在 2012 年，基金会就
开始布局互联网筹款，专门成立
平台运营部，做互联网筹款。 ”王
林说，“我一直强调，对于新技术
的应用，比如大数据筹款、云计
算、区块链等，要关心、要学习、
要跟踪，为什么？ 因为新技术出
来只有少数人能接受，毕竟他会
改变人的行为习惯。 ”

趋势三：项目的设置将根据
社会矛盾的转化而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作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转化的重大判断，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基于此判断，王林表示：“中
华儿慈会今年在项目设置上已
经有了一些调整，未来的发展不
仅仅是救助贫困的儿童，而且要
向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综合素
质发展方向倾斜。 儿童成长过程
中的社会问题能够随时解决，这
是未来的一个发展道路和方
向。 ”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