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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民政部公布互联网公募平台 2018年度考核情况

2018年互联网公募平台筹集善款 31.7亿元
� � 4 月 4 日， 民政部对互联网
公募平台 2018 年度考核情况进
行了发布：

2018年，民政部依据《慈善法》
指定的 2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
台，共为全国 1400 余家公募慈善
组织发布募捐信息 2.1 万条 ，网
民点击、关注和参与超过 84.6 亿
人次， 募集善款总额超过 31.7 亿
元，同比 2017年增长 26.8%。

慈善组织通过腾讯公益募
款 17.25 亿元、蚂蚁金服募款 6.7
亿元、 阿里巴巴公益募款 4.4 亿
元，通过新浪微公益、京东公益、
公益宝、新华公益、轻松公益、联
劝网、广益联募、美团公益、水滴
公益等平台，募款金额均达千万
元级。

民政部依据两项行业标准，
兼顾日常巡检、投诉举报受理情
况， 组织专家对 20 家平台 2018
年度工作及运营情况进行了评
审和质询。 评审情况如下：

专家评审委员会肯定了腾
讯公益 、阿里巴巴公益 、蚂蚁金
服公益 、新华公益 、联劝网的工
作，认为这 5 家平台结合自身特
色，积极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信
息发布与传播服务， 成效显著，
发挥了领头雁作用；

肯定了新浪微公益、京东公
益 、公益宝 、轻松公益 、广益联
募、美团公益、滴滴公益、善源公
益、水滴公益、苏宁公益、易宝公
益的工作， 认为这 11 家平台运
营规范，主动服务，效果较好。

同时，要求帮帮公益进一步
找准定位 ， 服务更多的慈善组
织 ，扩大成效作用 ；要求中国社
会扶贫网进一步加强重视、认清
职责 、找准定位 ，主动为慈善组
织做好服务；要求融 e 购公益进
一步加强高层重视、明确职责定
位 、开放内部资源 ，发挥与公众
预期相称的平台作用；要求百度
公益进一步找准定位 、 理顺关
系、整合资源、提高效能，发挥与
公众预期相称的平台作用。

《公益时报》记者对 20 家平
台（含第一批平台 11 家，第二批
平台 9 家） 提交的 2018 年度工
作报告进行了梳理， 报告显示，
在募款额增长的同时，2018 年
各平台纷纷依托自身优势，开发
了丰富多彩的募款活动和产品，
为慈善组织提供了更多样的服
务，也为捐赠人提供了更多样的
捐赠方式。 平台服务精准扶贫项
目数、基层慈善组织数占比均超
过 80%。

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的
“中国样本”已经初步形成。

多家平台募款超千万

随着平台的不断完善，慈善
组织进行互联网筹款的频率越
来越高，公众的接受度也不断提
升，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数据的
增长。

募款额方面，2018 年 20 家

平台募集善款总额超过 31.7 亿
元，同比 2017 年增长 26.8%。 其
中 3 家平台的募款额超过亿元，
分别是腾讯公益的 17.25 亿元、
蚂蚁金服公益的 6.7 亿元、 阿里
巴巴公益的 4.4 亿元。

另有多家平台的募款额达
到了千万级，包括微公益、京东
公益、公益宝、新华公益、轻松
公益、联劝网、广益联募、美团
公益、水滴公益等。 其中美团公
益、水滴公益等是第二批平台，
实际上的筹款时间只是 2018 年
下半年。

公募项目方面，2018 年 20
家平台共发布募捐信息超过 2.1
万条，平均单个项目筹款额超过
15 万元。 腾讯公益 2018 年筹款
项目 15743 个， 其中有 12811 个
项目是 2018 年新上线项目。

异彩纷呈的募款活动与产品

数据的增长离不开平台和
慈善组织的共同努力。 经过两年
的实践探索，2018 年很多平台都
理清了思路，依托平台自身优势
开发出各具特色的募款活动与
产品。

在固定的节点集中开展募
捐推广活动成为平台的共识。

一方面，开发平台专属的募
款运营活动。 腾讯公益的 99 公
益日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以移动
化、 社交化创新公益为手段，推
动全民参与公益。 2018 年 99 公
益日共募集 8.33 亿元，2800 万捐
赠人次，2000+企业参与。

一方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
联合慈善组织发起活动。 以 9 月
5 日中华慈善日为例， 不少平台
在这一天前后推出了包含募款
内容的公益推广活动。

阿里系的阿里巴巴公益、蚂
蚁金服公益有 95 公益周， 调动
阿里系的众多资源进行推广，
2018 年的公益周 3800 万人开启
公益账户； 微公益联合 23 家慈
善组织发起 # 为爱一起捐 # 活
动； 美团公益发起“生活在此
爱在此”地方公益主题行动……

基于平台商家的存在开发
购物捐赠产品的平台越来越多。

阿里巴巴公益的公益宝贝
已经运作多年，卖家自愿把店铺
里正在出售的商品设置成“公益
宝贝”，并设定一定的捐赠比例，
选择一个公益组织或项目。 在商
品成交后，会按照设置的比例捐
赠一定数目的金额给该机构项
目，用于相关公益事业。

2018 年在阿里巴巴公益，有
超过 201 万卖家参与了捐赠，公
益宝贝筹款 3.6 亿元， 增长了
46.3%。

阿里巴巴公益的成功经验
得到越来越多平台的认可。 京东
公益开发了爱心东东，美团公益
设置了“青山公益商家”；苏宁公
益推出了苏宁益品；易宝公益则
表示 2019 年将依托易宝支付技

术与通道优势，探索企业公益模
式，打造企业公益“消费捐”……

媒体属性的平台在传播方
面大步迈进。

新华公益在线募捐服务平
台发挥新华网传播优势，将全媒
体传播矩阵与公益项目结合，助
推公益项目募集善款。 微公益则
依托微博的属性，在社会热点发
生时，采用新媒体+短视频+公益
机构+救急难新闻事件的方式进
行传播、募款。

打通捐赠生态链上的各方
的产品也开始出现。

公益宝的医疗众筹项目通
过与医院结算系统的数据对接，
实现患者信息的自动比对及结
算功能，助力慈善组织解决因病
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幸
福家园项目以村社的实际需求
为导向， 形成慈善组织动员，引
领有能力的村民及扶贫企业进
行帮扶。

关注基层，赋能慈善组织

募款产品与活动的开发为
更多慈善组织开展互联网公开
募捐提供了机会，但慈善组织能
否用好这些产品与机会？ 为了推
动慈善组织的发展，在主管部门
的倡导下，平台将关注重点转向
基层，采用多种方式赋能慈善组
织，为中小型慈善组织能力建设
提供支撑， 包括提供平台入驻、
咨询、 培训、 辅导以及技术、资
金、传播等方面的支持。

首先，引入更多省区市慈善
组织。 由于能力、意识差异的存
在，一直以来，少数头部基金会
成为互联网公开募捐的宠儿，这
一状况在 2018 年有所改善。 虽
然各平台排名前五的慈善组织
依然高度重合，但从平台服务的
慈善组织来看，省区市及以下慈
善组织占比在大幅增加。

蚂 蚁 金 服 公 益 服 务 的
90.43%是省级及以下慈善组织；
公益宝 2018 年新增的公募慈善
组织 95.45%是省级以下公募机
构；联劝网为 18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公募慈善组织提供了
服务；广益联募则依托广州市慈
善会为广州当地的近百家包括
社工机构在内的中小社会组织
进行了筹款……

其次，开展能力培训。 慈善
组织的互联网募捐能力是参差
不齐的，等待慈善组织的能力上
来了平台在开展工作就太迟了，
开展培训赋能慈善组织成为平
台共同的选择。

2018 年，新华公益总计在 34
个省区市与近 2000 家社会组织
通过路演分享了互联网筹款的
传播技巧以及推介新华公益在
线募捐服务平台；

联劝网为超过 20 家公募慈
善组织提供了一对一的筹款活
动方面的指导，并为全国多省区
市地区累计超过 600 家慈善组

织开展了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
沙龙经验分享等支持；

广益联募为广州市区各类
公益慈善组织提供品牌传播、政
策法律解析和募捐实用技能等
相关培训，提升机构依法规范募
捐意识和筹募能力；

善源公益邀请法律专家及
中银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
融专业人士为 40 多家慈善组织
解读《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
动管理暂行办法》并从实操层面
进行分享……

再次，对接各方资源。 除了
平台自身的流量、 资金等资源，
以平台为桥梁帮助慈善组织对
接各方资源也成了平台通行的
做法。

腾讯公益推出了创益计划，
首期捐出 20 亿广告资源、2 亿资
金，推动广告从业者及广大社会
公众， 为公益提供创意支持，助
力公益项目在社交平台获得更
大的展示空间和传播力。 此外还
有轻松公益、水滴公益将大病个
人求助捐赠人引导向公开募捐
项目；美团公益基于地理位置推
送， 倡导用户关注身边公益；善
源公益尝试引入部委、 央企、高
校等资源……

理解人性， 开发更多捐赠
方式

互联网公开募捐最终的落
点是捐赠人，在开发产品服务慈
善组织的同时，捐赠人服务越来
越得到平台和慈善组织的重视。

为了提供捐赠人的捐赠意
愿，使捐赠人拥有更好的捐赠体
验，越来越多的具有创新特色的
捐赠方式被开发出来。

2018 年，互联网募捐场景越
来越多元， 相关平台推出行走
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企业
配捐、虚拟游戏捐等创新方式。腾
讯公益的益行家采用了运动捐步
的方式； 蚂蚁金服公益的蚂蚁森
林等产品让天天公益成为可能；
京东公益打造的东东小镇让用户
参与公益更加有趣； 滴滴公益推
出了爱心里程功能……

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
在单笔捐之外，月捐、一起捐等捐
赠方式越来越普遍。“人人公益、
随手公益、指尖公益”成为潮流。

为了让捐赠人可以更深入
了解慈善项目，平台对信息公开
透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腾讯公益升级了透明组件，
要求慈善组织更及时具体地披
露项目进展、财务信息。 腾讯公
益要求，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所
有项目需使用财务披露组件完
成截至 2017 年的财务信息，未
完成则无法再进行筹款活动。

滴滴公益的每一笔捐赠都
有独立编号 ID，不可篡改有据可
查，用户可实时查看订单，并作
为有效开票凭证，基金会可根据
订单，有效管理对账工作。

此外，通过引导，个人大病
求助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加强了
规范，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
三家平台签署发布了个人大病
互联网求助行业自律公约。

问题需要共同解决

在互联网公开募捐大发展
的同时， 平台还面临着不少的
问题。

第一，慈善组织能力建设亟
待加强。 目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虽然已经有了近
1500 家，但其中还有很多并没有
开展互联网公开募捐， 此外，还
有希望通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认领的方式来开展
公募的社会组织，互联网公募能
力的培养（项目设计、平台对接、
募捐开展、 项目执行反馈等）将
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仅靠平台很
难完成。

第二，平台之间的合作亟待
拓展。 平台作为慈善组织的公共
服务平台，应该给慈善组织提供
尽可能多的服务方式， 但目前，
支付方式还存在壁垒，不同平台
重复募款无法监管等多种障碍
依然存在。

第三，捐赠人服务缺乏共识
与标准。 平台的捐赠人数据能否
给到慈善组织， 能给到何种程
度，慈善组织如何运用捐赠人数
据进行服务，这些仍然处于初步
探索阶段；捐赠发票开具成本如
何解决、小额捐赠如何退款等还
没有答案……

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
政府、平台、慈善组织、企业、公
众等各方共同努力。

� � 包括腾讯 99 公益日在内，各平台举办的集中推广活动极大地推
动了互联网捐赠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