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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2018筹款成绩单（二）：

多家基金会捐赠收入下降
� � 在筹款系列（一）中，我们介
绍了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上海
真爱梦想基金会、北京新阳光慈
善基金会等几家基金会的筹款
探索和总结。 本期，我们将为大
家介绍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下
称妇基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下称儿慈会）以及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在过去一
年筹款中取得的成绩，以及在筹
款方面所做的创新和探索。

捐赠收入下降

2018 年，妇基会制定的筹款
目标为 3.17 亿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收入达 6.01 亿元，
捐赠收入为 5.80 亿元，总支出为
5.65 亿元， 捐赠支出为 5.45 亿
元。 2018 年中国妇基会的投资收
益主要来自于银行理财和利息
收益，收益为 1900 万元左右。

2018 年捐赠收入 5.80 亿元
较 2017 年捐赠收入 6.24 亿元略
有下降，减少 4400 万元左右。 谈
及捐赠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妇
基会传播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妇
基会 2018 年现金捐赠与上一年
基本保持持平，物资捐赠减少是
募资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儿慈会 2018 年的筹款目标
为 3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收入为 5.42 亿元，捐赠收
入为 5.23 亿元，其中公众筹款为
3.39 亿元， 企业筹款为 1.83 亿
元，2018 年捐赠收入较 2017 年
的 5.57 亿元减少 3400 万元左
右。 总支出为 4.67 亿元，捐赠支
出为 4.52 亿元。

儿慈会 2018 年通过中短期
产品、七天理财、日积月累等多
形式理财。 投资收益达到 1890
余万元，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40%
以上。

据儿慈会平台运营部负责
人马小艳透露，儿慈会之所以个
人捐赠比例较高，得益于基金会
强大的互联网基因，以及强大的
互联网思维。 自 2015 年至今，儿
慈会筹款额基本呈攀升态势，马
小艳坦言，截至 2018 年年底，儿
慈会的项目有 120 多个，机构会
根据优质项目、普通项目等做分
级管理和对接；与此同时，紧密
和互联网筹款平台保持合作、坚
持“服务”理念、为合作伙伴筹资
出谋划策等，是其重要因素。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2018
年制定的目标为 1.8 亿元至 2.2
亿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收入达 2.07 亿元， 捐赠收入
1.8 亿元， 其中公众筹款 0.83 亿
元，企业筹款 1.18 亿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投资
收益以银行理财为主，一部分是
银行信托产品，2018 年投资收益
近 570 万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2018
年捐赠收入较 2017 年的 2.3 亿
元减少 5000 万元左右， 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筹资总监高俊旭
坦言，2018 年经济大环境的变化

导致供给减少， 消费也跟着减
少， 捐赠事实上也是一种消费，
因此筹款环境相应受到了或多
或少的影响。

高俊旭认为，目前慈善募捐
每年的总量增长幅度不大，面对
市场和同行的竞争越来越大，因
此基金会根据自身特点深耕于
擅长的领域、 重视大额捐赠、大
力发展品牌项目和专项基金、募
用分离、做好捐赠人服务和反馈
等， 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自
2015 年至今筹款额基本呈攀升
态势的重要因素。

在企业和机构捐赠方面，妇
基会 2018 年企业捐赠达 4.6 亿
元，占筹资总额的 80%，其中外
企依然是其捐赠的主力军，达
2.91 亿元，占筹资总额的 50%；民
企捐赠额为 1.38 亿元，捐赠占比
23.8%；国企捐赠额为 0.33 亿元，
捐赠占比 6%。 据传播部负责人
介绍，2018 年中国妇基会捐赠额
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达 16 家，
分别来自完美、大众、三星、爱茉
莉、平安普惠、李宁等。

企业捐赠一直不是中华儿
慈会捐赠的主力，2018 年企业筹
款为 1.83 亿元，在大额捐赠方面
除了 99 公益日的配捐以外，企
业爱健康捐赠物资金额达 4000
万元左右。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近两
年则通过和企业合作成立专项
基金、定向募捐等形式，做了一
些创新和尝试，捐赠额为 1.18 亿
元，成都康弘药业、阿斯利康、中
国平安这些一直都是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较稳定的大额捐赠
企业，基本捐赠物资和资金都在
千万级别。

“99公益日”成为各家公益机
构筹款的主要来源之一。 作为 99
公益日“老牌劲旅”，儿慈会 2018
年共计上线 300多个项目，累计捐
赠达 360万人次，筹集善款 1.43亿
元，这已是儿慈会连续第四年取得
“99公益日”筹款额第一。

妇基会在 99 公益日共上线
152 个项目， 支持 NGO 超过 90
家，捐赠人次达 32 余万次，获得
公众筹款 2328 万余元， 还有爱
心企业定向捐赠 360 余万元。 谈
及在 99 期间所做出的努力，传
播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积极协
调企业为项目提供了 500 万元
的非定向配捐，并结合已有的物
资捐赠， 对筹款较好的 70 家机
构提供价值 700 万元的物资奖
励。 此外，依托“超仁妈妈”项目，
2018 年共集合 89 个由女性公益
人发起项目， 统一上线筹款，通
过给予工作经费支持的奖励机
制， 激发女性组织参与的积极
性， 通过线上线下的资源链接、
能力培训、互助互访等，提高女
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筹集善款 1600 多万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2018
年“99 公益日”筹款额达 1288 万
元， 上线项目 68 个， 支持了 37
个伙伴机构， 据高俊旭介绍，99

公益日前夕，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组织召开合作伙伴交流会，为
专项基金执行团队及合作伙伴
讲授项目管理、项目传播专业知
识；分享开展公益项目的优秀经
验；基金会还制订了对伙伴机构
行政、传播力、执行力组织者领
导力等多方面的激励政策，提高
伙伴机构自身的能力，促进横向
交流与发展。

月捐越来越受到重视

妇基会 2018 年作出的探索
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筹款
方面， 传播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8 年在筹款方面所做的创新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与各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发布平台联合运营，发挥平
台项目的知名度高、转化率高的
优势， 联合互联网筹款平台，结
合热点或节点做项目推广；第
二，优化项目结构与文案，提高
项目的转化率；第三，加强与社
会组织合作， 赋能社会组织，开
展联合劝募。

谈及儿慈会 2018 年所做的
创新，马小艳认为最为突出的就
是 2018 年 5 月成立的 E 公益联
盟， 在全国招募 100 个 NGO 组
织，并通过互联网筹资以及项目
管理的培训，赋能 NGO，并带领
这些 NGO 参与互联网筹款。

联盟自成立起， 已经在武
汉、重庆、新疆三地举办了三场
培训， 招募到 40 多家 NGO，筹
款达 300 余万元，这也是儿慈会
2018 年在筹款方面做出的一大
探索和突破。 此外，儿慈会去年
尝试了很多线下活动，比如慈弘
悦读成长计划，又比如将特殊小
朋友们制作的手工，在跳蚤市场
做二手义卖等。

在培养公众捐赠习惯和意
识方面，月捐逐渐成为各机构培
养公众捐赠习惯的方式。 据妇基
会传播负责人介绍，妇基会 2018
年逐步开展月捐人维护，通过定

期发送项目进展报告，通报项目
实施情况、 组织线下捐赠人活
动，增加与捐赠人的互动。 尝试
遴选优质捐赠代表进行项目地
探访，配合探访活动开展线下和
线上的相关传播。 整合妇女家庭
领域的社会组织资源，依托超仁
妈妈公益平台， 在各地开展宣
讲、培训，动员更多社会组织和
社会力量参与到女性公益中来。

儿慈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
金会在 2018 年筹款工作中也开
始有意识做月捐客户的培养。

那么，针对不同的捐赠人是
否应该做不同的筹资策略呢？ 马
小艳坦言，对于公众筹款部分的
捐赠人，儿慈会主要通过定期提
供反馈内容与其建立联系。 同
时， 通过已建立的捐赠人数据
库，定期给项目捐赠人发送邮件
建立联系。 对于企业而言，主要
针对企业的不同需求进行定制
化服务，帮助其针对性寻找公益
项目以及开展公益活动。

高俊旭认为，对于公众筹款
部分应做好捐赠人维护，与捐赠
人保持良好的互动。 此外，他重
点介绍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针对企业所做的维护工作，他总
结基金会和企业的合作有三种
方式：首先，是企业找到基金会
进行捐款，这类捐款多数是企业
所需，比如设立专项基金、设立
公益项目等，合作主要是以企业
的意愿为主导，基金会针对企业
做公益专业性的建议和策划；其
次，基金会向企业劝募，基于基
金会有好的项目正好符合企业
公益发展的需求，基金会对其需
求进行定制化服务；最后，针对
战略性资源的筹款，这类筹款基
本以资源置换为主，为企业做一
些资源上的对接和互换。

妇基会传播负责人告诉记
者，2018 年联合劝募成为了妇基
会的新增长点。 与民间组织和其
他机构做好众筹项目策划，针对
众筹主体，讲好故事，选好图片，
短时间激发年轻公众的捐赠热

情；建立联合劝募机制，以项目
为核心，联合相关机构与合作伙
伴共同劝募，在社会动员方面加
强与社会组织深度合作，积极开
展联合劝募和外部筹集活动。

积极进行互联网募款

在公众筹款方面，2018 年妇
基会公众筹款达 9926 万元，其
中互联网筹款占 85%， 达 8564.7
万元。 据传播负责人介绍，在各
互联网平台中腾讯公益平台募
资额最高，达到 6541.7 万，占到
76%；其次是支付宝公益，募资额
为 1836 万，占到 22%。

儿慈会 2018 年的互联网筹
款占基金会公众筹款的 65%，目
前儿慈会与 20 家互联网筹款平
台中的 13 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随着互联网筹款平台的增
加，公益机构在选择与互联网筹
资平台合作时会更加注重使用
感受。“在和水滴公益对接过程
中，感受非常明显的是它们的系
统优化很快，完全出于基金会和
项目的体验考虑。 善源公益平台
侧重的是提供服务， 链接资源，
除了可以做理财方面的培训外，
善源公益还有个志愿者平台，可
以提供志愿者的相关培训，教你
如何管理志愿者、 招募志愿者
等。 ”马小艳说道。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一直
以来合作的互联网筹款平台有
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及阿里巴巴
公益、新浪微公益、轻松公益、水
滴公益、美团公益筹等。 谈及在
使用上的感受时，高俊旭以蚂蚁
金服为例，介绍该平台主要是项
目分类清晰明了，千人千面使项
目能够准确的推送给捐赠人，操
作简洁流畅， 平台流量较大，使
每一个被推荐的项目得到筹款
保障。 而腾讯公益的特点是使用
起来比较便利， 门槛也比较低，
一些设置也有利于公益组织在
后台的操作，且朋友圈传播较方
便，公众对其认可度较高。

超仁妈妈 2018 年度总结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