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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公益“UP计划”发布

助力公益机构期待分享共建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4 月 10 日，2019 年腾讯公益
伙伴分享会在北京举行。

当天， 腾讯公益与来自全国
各地数十家公募慈善组织， 共同
发布“腾讯公益共创 2.0 之 UP 计
划”，宣布从伙伴成长、持续发展、
能力共享三个方向， 通过包含工
具、流量、培训和资金激励在内的
三大能力、五大场景，推动整个公
益生态的全面能力进阶。

4 月 4 日，民政部发布了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 2018 年度考核
情况。 以腾讯公益平台为代表的
20 家指定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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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公益成为新的潮流。

让公众
基于认同去行动

两年前，由腾讯公益、深圳
市 爱 佑 未 来 慈 善 基 金 会 和
WABC 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联
合推出的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
目“小朋友画廊”，成为 2017 年
99 公益日的预热活动之一。

截至 2017年 8月 29日 14：30，
该活动募集到超过 1500 万元善
款， 共有 580 多万人参与募捐，
被称为公益圈“爆款”。

在现今社会，商业创新不断
涌现，形式愈发丰富。 但在公益
领域， 创新显得并不那么连贯，
在“小朋友画廊”之后，大众再难
看见一个可持续的内容，大多公
益项目仅呈现较为单一的场景，
这也成了腾讯公益推出“UP 计
划”的原因。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孙懿
表示，如果公益机构不会拆解路
径，腾讯将帮其拆解，在路径上
帮助配工具、配流量，这样的尝
试虽显个性化，但却十分有序。

在“UP 计划”中，在基于参
与方行动的前提上，平台和公益
机构之间有统一的语言进行沟
通， 有统一的路径进行实践，进
行统一的反思，并不断汇聚各方
力量，让其不断成长，从而增加
“爆款”产生的可能性。

孙懿表示：“我们期待不仅
是对于像‘小朋友画廊’这样的
爆款，更期待的是更多用户可以
用他喜欢的方式、他喜欢的场景
去跟公益做互动， 跟公益做交
互。‘小朋友画廊’的成功在于用
户喜欢而不是同情，在于用户对
于公益不再抱着施舍的情绪，而

是基于对公益本身的认同，从而
一起行动。 ”

公益“爆款”应该是去描绘
一个美好的、 可持续的公益场
景， 让很多人因为喜欢而参与，
让行动和情绪表现积极。

助力公益机构
期待分享共建

公益机构与商业机构不同，
天生具有使命感，其愿景是解决
社会问题， 但社会问题很大，很
难通过单一机构去解决。 而公益
机构原生基因里就有共建基因，
但共建的场域是以共赢为目的，

“让大家可以同时优秀， 这是公
益的特定场域”。

以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助学
项目来说，孙懿举例，大部分公

益机构都是区域性的。“如果东、
西两个地方都存在同一类型的
助学机构，是可以通过共建来降
低技术门槛， 使其共同成长的，
只需要将两者圈在一个沟通体
里即可。 此时，两个地方的机构
完全可以互相借鉴彼此的优秀
方法成长，从而规避对方机构所
遇到的风险，避免对方机构走过
的坑，让另一方能成长更快。 ”

“第一，公益机构基本上都
是一定规模化，没有像商业那样
具有垄断性；第二，公益机构愿
景除了自身行动优秀外，本身也
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向行业分
享。 过去，公益组织分享成本较
高，有心分享但无平台，我们现
在搭建平台，降低门槛就为公益
组织分享降低成本，这也原来来
自公益组织的初心。 ”孙懿说。

“五大激励”场景
助力伙伴能力进阶

“UP 计划”将提供多元激励
场景， 助力组织探索个性化成长
路径———相比过去两年激励计划
的不同，“UP计划”根据行业发展
趋势， 为伙伴提供了五个激励场
景，包括“爱心用户场景”“企业公
益场景”“团队公益场景”“线下公
益场景”和“公益传播传播”，只要
通过实际的参与效果便可以获得
对应激励。 无论是处于行业顶尖
的国民级慈善组织， 还是尚在初
创期的草根机构， 都能自主选择
不同的激励计划， 收获符合自身
成长目标的价值。

“UP 计划”提供高效的资源
包，助力组织自身互联网公益能
力的进阶与长远发展———资源
包计划将开放超百亿级的曝光
资源、 千场互联网公益培训、百
家媒体资源贡献、 超 20 款线上
公益产品工具以及资金激励给
予优秀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更是
可以实实在在的根据自身发展
阶段，任意选择流量、资金或培
训等多个的激励包。

“UP计划”提供开放共建的平
台，助力组织与平台、组织与组织
之间的能力共享———腾讯公益将
深入产品共建，开放部分名额给公
益伙伴，通过深度调研伙伴需求形
成机制、产品经理零距离、一对一
沟通等形式，鼓励共同创造与分享
价值成果。 此外，为更好提升组织
的筹款效率和效果， 产品将推出

“子母项”、 信息化管理平台等服
务， 帮助组织将从前端的发起流
程，再到后端的管理全面升级。

� � 人物简介：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创始人 、 老牛基金会创始
人 、名誉会长牛根生之子 ，老牛
兄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公益事迹 ：2004 年，蒙牛集
团创始人牛根生发起成立老牛
基金会。 2005 年 1 月，牛根生在
和家人协商后， 宣布捐出所持
蒙牛全部股份，被誉为“全球捐
股第一人”。 那时的牛犇刚从英
国大学毕业， 作为财富继承人
之一的他， 也毫不犹豫地签字

将原本属于自己的 10 亿多元
捐赠出来。

2015 年 3 月，有自己想法的
牛犇注册成立完全独立于老牛
基金会的“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
金会”，全身心投入公益，探索二
代家族慈善之路。 基金会以“关
注下一代发展，以有效慈善推动
社会进步”为宗旨，致力于“通过
支持儿童福利和青年创业支持
项目关注下一代发展，用创新慈
善理念引领社会进步。

2015 年 ，
由洛克菲勒兄
弟基金会，以
及美国洛克菲
勒家族和北京
老牛兄妹公益
基金会在美国
联合发起的理
查德·洛克菲
勒学人计划启
动筹备， 旨在
纪念理查德·
洛克菲勒这位

卓越慈善领袖伟大的一生，并且
支持资助有前途的中国年轻人，
这些年轻的男女将会致力于中
国战略慈善的发展。该奖学金获
得者将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学习资助、基金会管理方面的事
务，并在美进行商务旅行，参观
访问其它基金会、慈善学院，参
加相关会议等（奖学金会包括
商务旅行费用、 住宿费用以及
学习生活津贴）。 项目捐助总额
约为 300 万美元， 由洛克菲勒
家族、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北
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共同承
担。 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
计划支持该项目共计 100 万美
元， 其中 2015 年支出 50 万美
元（按照汇率，实际支出 324 万
人民币）。2016 年支出尾款 50 万
美元（按照汇率，实际支出 343
万人民币）。

2018 年， 老牛兄妹公益基
金会社区英雄·为爱行走（北京
站）在北京居庸关长城举行。 活
动要求参与者捐赠一定的爱心

启动金、 为指定公益项目筹款
并完成徒步挑战。 其公益项目
分为“社区英雄”筹款和爱的启
蒙-艺术之旅，前者为成立英雄
公益基金， 以支持那些通过来
自基层， 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
出登上央视舞台的平凡英雄；
后者是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
会“爱的启蒙”美育教学实践项
目的子项目之一。

同年，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
金会先期捐赠 340 万元，支持由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青
春启航计划———大学生创新创
业公益项目”。

多年来，牛犇以专业资深公
益人的状态，围绕基金会“传承
慈善之业，创新慈善之道”的使
命，在公益领域深耕。

“在公益的道路上， 我的梦
想是可以做一个探索者，一个摸
着石头过河的二代的探索者。 不
敢说成为二代们的先驱者，但是
至少可以做一个先行者。 希望我
这样的先行者可以带动更多的

有志青年先行动起来。 一起去做
公益慈善。 对于兄妹基金会未来
的发展方向， 我希望与时俱进，
通过有特色有创新性的公益慈
善模式，做到永续传承。 慈善不
仅是财富在起作用，还有很多公
益精神发挥中重要作用。 兄妹基
金会要做好二者的平衡。 ”牛犇
曾说。

综上 ，对于 “善二代 ”，做公
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大把捐钱。
广阔的国际视野，对新技术新工
具的熟练运用，慈善事业专业化
管理 、人才培养的诉求 ，主动积
极参与慈善进程，使他们从各自
兴趣点出发。 他们更注重以创新
的方式做慈善，以专业的手法运
营公益项目，像经营企业一样对
待慈善。

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榜
即将开幕，今年的榜单中是否会
有“善二代”脱颖而出？ 或者你希
望哪位“善二代”登上榜单？

4 月 28 日，让我们拭目以待！

牛犇：另辟蹊径，独立成立基金会
（上接 10 版）

牛犇（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