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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公益日之后，社会组织该做些什么
� � 当时间走过 2018 年 9 月 9
日 24 点， 相信很多参与本届 99
公益日的人都会长舒一口气。 这
心情， 好比走出考场的考生，酸
甜苦辣，百感交集。

据统计，9 月 7 日到 9 日期
间， 共有超 2800 万人次爱心网
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
8.3 亿元， 超过 2000 家企业共捐
出 1.85 亿元， 为 5498 个公益项
目贡献力量。 加上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提供的 2.9999 亿元配捐
金额以及 1 亿元慈善组织成长
基金，善款总计超过 14.14 亿元。
腾讯 CEO 马化腾在给员工的邮
件中写道：“我们更希望从现在
起，将 99 公益日交予社会，并让
99 公益日进化成更常态化、持久
化的‘久久公益日’。 ”

那么，99公益日之后，社会组
织如何发展和保留捐赠者、 支持
者？“密切与利益相关方的连接”
是关键，其中，有三个关键动作可
以尝试。 这三个动作也可以应用
到机构日常运营中，形成闭环。

一、进行一次内部复盘

“吾当一日三省吾身”。
复盘可以帮助我们优化流

程、校准方向，避免犯同样的错
误。 当一个人或组织形成了及时

复盘的习惯，才能建立思维的闭
环。 社会组织 99 公益日的复盘，
要以数据为基础， 既要注重结
果，也要回顾过程，才能做到“知
其然，知其所以然”。 如果有一个
社会组织有多个项目上线，建议
每个项目都进行复盘，有条件的
社会组织，还可以开展和同类型
组织与项目的对标，学习他人的
先进经验。

首先，从数据中洞察。 内部
复盘前需要收集相关的数据，包
括本届 99 公益日社会组织的筹
款总额、总人次、各类资金来源
的构成比例以及人均捐赠额、人
均捐赠人次等。 这些数据客观呈
现了社会组织的筹款成果。 同
时， 可以用本组织的这些数据，
和 99 公益日的平均行业数值相
比对，从而发现本组织筹款成效
与行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

其次，从过程中发现。 内部
复盘时，应回顾社会组织参与 99
公益日的整个过程，并归集相应
文档。 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应
分别总结各自的工作。 以此发现
计划实施各个步骤中的问题与
成效。 在复盘时，社会组织负责
人要逐一分析各个环节，每个步
骤是否都达成了目标，成果与计
划之间，在质量、数量、进度上是
否一致，思考哪些因素对结果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只有这么细细
地“过筛子”才能发现整个计划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新
的解决方案。

再次，从行为中了解。 不管
采用何种形式，筹款都是做人的
工作。 利益相关方始终都是社会
组织需要关注的对象，她们的行
为和态度直接影响着筹款的成
果。 复盘之前，社会组织可以开
展问卷调研和访谈，了解利益相
关方在本届 99 公益日中的体
验，不断优化改进，并且持续观
察她们后续行为变化，从而验证
优化的有效性。

二、开一次表彰会

“99公益日的奥秘在于连接”。
与线下筹款相比，网络筹款

与捐赠者建立关系更为困难。 如
果成千上万的捐赠者和社会组
织之间，没有形成强关联，“不认
为组织的目标与自己有关”，那
么她/他们也缺乏后续持续关注
和支持的动力。

筹款是人与人的交流。 在没
有深入交流之前，捐助者和社会
组织只是网络两端的一串代码。
如果社会组织不主动连接捐赠
者，维护那些积极筹款和摇旗呐
喊的核心支持者，就失去了一个
扩大公益社群的机会。 来年 99
公益日的筹款工作，可能还将从
零开始。
“衡量一个社会组织的筹款能

力不是看它筹了多少钱，而是有
多少人为这个组织进行劝募”。

表彰会的目的是与核心支
持者/KOL 见面， 通过具有仪式
感的场景，激发她们的拥有感和
参与感。 因此，表彰会上，除了公
布筹款成果，向突出贡献者颁发
证书之外，还要让所有的利益相
关方的代表上台发言， 讲感受、
提意见。 同时，也可以公布组织
的善款使用计划，恳请支持者参

与监督， 赋予她/他们责任和更
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如此，不仅
能够彰显社群的成果和力量，也
可以展示组织真诚的态度和价
值观。

三、及时反馈项目进展

“人以诚立，国以法恒”。
信息公开是慈善组织的法

定义务，做好信息公开也是取信
于捐赠者，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
的有效手段。

根据中民慈善中心《2016 中
国慈善透明度报告》显示，54%的
社会公众对慈善信息披露表示
“很关注”，关注的内容主要集中
在“慈善组织业务活动信息”和
“财务信息”，58%的公众通过网
络了解慈善信息，超过九成的社
会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并
不满意。

99 公益日之后，社会组织可
以借助腾讯公益平台、自媒体和
电子简报， 及时反馈项目进展。
此举不仅是社会组织应尽义务，
也能够密切与捐赠者的连接，带
来二次捐赠的机会。 同时，我们
看到，2018 年 99 公益日的规则
中，提高了对于信息公开透明的
门槛。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
理事长陈一丹表示：“99 公益日
走到第四年，我们更加鼓励项目

通过完备的理念、高效的执行和
透明的反馈去获得更多公众的
支持和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不能
受到公众信任的项目，就会慢慢
被淘汰。 ”可以预见，及时反馈项
目进展、公布财务数据将成为 99
公益日的标配。 达不到要求的社
会组织将无缘参加下一届 99 公
益日。

信息公开不能走过场。 提供
捐赠人能理解的内容，才能对社
会组织建立正确的认知。 社会公
众最为关心的是“钱用到哪里”，

“用得怎样”，社会组织在进行信
息公开时，应该从捐赠者的角度
出发，以通俗简练的语言，回应
公众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甩出”
一份审计报告。 另外，社会组织
在进行项目信息反馈和财务披
露时，需要逻辑自洽，对内对外
统一口径，以免因信息不对称引
发误解和质疑。

2018 年的 99 公益日虽然告
一段落。 在成绩面前，我们可以
为之欣喜，但是不能刀枪入库马
放南山。 不管筹款的结果如何，
都需要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以
利再战。 借助复盘、表彰会和项
目反馈，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连
接，有助于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
影响力，为组织发展和保留捐赠
者、支持者。 源源不断的支持者，
日益增长的贡献值，才能使社会
组织更加丰盛而茁壮。

今年 99公益日采取“众
筹”的方式，集众人所长，让各
方参与者共建规则。 前后近 3
个月中，有近 80位 99公益日
参与者、学者、专家、媒体人、
律师等行业内外伙伴参与建
言。 经过专家的评审与意见，
最终形成 2018 年 99 公益日
规则。

儿慈会理事长王林表示，
透明与公开是慈善公信力的
根本和来源。而在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珉看
来，99 公益日在倡导人人公
益的理念、培育公众的慈善意
识， 以及在提高社会的参与
度、引领社会组织来参与精准
扶贫以及精准脱贫方面，都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让公众在参与公益

捐款时更理性， 今年 99公益
日在产品上做了不少创新升
级。在今年 99公益日前夕，腾
讯公益上线“冷静器”功能，意
在鼓励用户捐款前，“多想一
秒”，查看项目具体情况、理性
捐助。

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陈一丹表示，在互联
网行业有一个规律：交互链
条每多一个步骤，往往会不
可避免地流失用户，甚至有
人说冷静器是“首个拦着不
让你捐款”的功能。 而冷静
器上线半年后，虽然平台的
捐款率有些许下降，但确是

“推动公益透明” 过程中的
必由之路。

除了在产品上的显著改
进外， 为了持续推动公益行
业透明与开放的制度建设，
腾讯公益从 99 公益日规则
共建、 到产品透明度组建升
级、再到“回响计划”项目披
露， 都在不断推动开放与透
明， 通过技术的手段和信任
的力量， 让公益生态圈更健
康、更持续。

“由情感渲染走向理性持
续，是公益行业的一个必经过
程。对所有公益道路上的同行
者而言，应当追求的不是为数
字欢呼，而是专注于公益的理
性循环。 ”陈一丹表示。

信中称：“在 9 月 7 日配捐期
间的某些时段，由于平台系统并发
请求量过大， 导致部分项目页面、
企业一起捐、爱心加倍卡页面出现
数据‘显示延迟’问题。 这可能导致
某些捐赠在支付成功、已安全进入
公募账户的情况下，在用户捐款记
录里没有能及时显示。 目前，数据
显示正陆续恢复中。 ”

据凌春香介绍 ，7 日中午 12
时， 爱德基金会在 99 公益日平台
显示的募款账目为 3800 万元，但
下午却变成了 3400 万元， 足足掉
了 400 万元。 通过机构自身测算，
实际数据与 3400 万元仍有一定差
距， 这一度令凌春香有些不解，最
终腾讯以一封致歉信的方式解答
了凌春香的“疑惑”。

不过，此后数据逐步恢复，至 8
日 24 时，爱德基金会在 99 公益平
台上的募款数据恢复正常。

众筹式共建，推动“理性公益”
（上接 09 版）

（图片来源：《战略落地》社会组织筹资专题课程讲义）

（图片来源：《2016 年度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

小红花、 爱心加倍卡均是本届活
动推出的新 “玩法”（本报道图片均为
99 公益日页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