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爱心包裹、免费午餐、沙漠
植树……随着我国互联网与公
益慈善日益深度融合， 从助力
脱贫到环境保护， 从满足温饱
到医疗救助， 互联网技术发展
赋予了慈善更多畅想的空间，
让公益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互
联网慈善有哪些新形式？ 怎样
在扶贫济困、 救助救援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如何加强监管
确保规范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与公
益慈善日益深度融合，互联网为
公众捐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公
益慈善正走向大众，成为人们可
以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

84.6 亿人次参与 人人公
益、随手公益逐渐成为潮流

收到贫困地区孩子们寄来
的厚厚一叠感谢卡片，大学生蔡
洵有些出乎意料地惊喜。

几个月前，当她将参加比赛
获得的 8000 元奖金通过阿里公
益网店进行捐献时，心里还有些
犹疑。 因为对公益捐赠的渠道不
了解，蔡洵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
淘宝上搜索“公益”二字，屏幕上
一下子出现了几十个线上公益
一元捐活动。 如今，来自受赠孩
子们的反馈让蔡洵心中有了
底———网络虽是虚拟的，自己却
是做了件“实在事”。

爱心包裹、免费午餐、沙漠
植树……公益网店上的多数单
笔订单只需一元钱，却仅在 2018
年就收到了累计金额达 7534 万
元的捐赠，累计捐赠次数 465 万
次，其中 90 后、00 后捐赠者占比
达 68%。

从线下到线上， 从捐钱、捐
物到行走捐、阅读捐、消费捐、虚
拟游戏捐等创新方式， 如今，在
互联网的助力下，公益的形式越
来越多样化、场景化，并深受年

轻人欢迎，在“互联网+慈善”深
度融合下，人人公益、随手公益、
指尖公益成为潮流。

运动捐步，是上班族陈翔坚
持每天跑步的动力。“跑了五公
里跑不下去了，但发现一天的步
数还有 1000 多步才达到捐赠
线，又坚持走完。 ”这种公益体
验，让陈翔感觉到，公益践行成
了人人都触手可及的大众活动。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信息 ，
2018 年，由民政部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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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参与次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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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让优秀的公
益组织源源不断地获得公众的
捐款和支持。 ”南都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徐永光说。

逾 80%占比 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向扶贫和基层倾斜

借助互联网渠道，互联网公
益正在帮贫扶弱方面焕发生机，
架起了社会救助的一道桥梁。 如
今，在扶贫济困、教育助学、医疗
救助、救灾救援、环境保护等各
个领域，互联网公益已经实现全
覆盖。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越来越
紧迫，2018 年，20 家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坚持向扶贫和基层倾
斜，服务扶贫济困项目数、基层
慈善组织数占比均超过 80%。
截至 2018 年底，美团公益平台
已覆盖全国 19 个省份，其中地
方慈善组织占比 75% 。 截至
2018 年 6 月， 腾讯基金会累计
捐赠金额 15.81 亿元，其中扶贫
领域公益慈善活动占总体捐赠
项目 94%。

危急时刻，互联网公益是剂

强心针。2019 年 3 月 30 日，30 名
救火英雄被四川凉山大火吞噬
了宝贵的生命，四川红十字基金
会启动“紧急支援四川凉山木里
森林火灾”慈善募捐，深圳壹基
金公益基金会启动“壹家人支援
凉山大火”慈善募捐，其他公募
慈善组织也积极行动， 短短几
天，汇聚数十万爱心网友的捐赠
超过 1500 万元。“希望为英烈家
属做点事情，为当地后续的火灾
救援贡献一份力量。 ”平台筹募
者的心声，道出了“中国公益速
度”背后，深入社会血脉的“此心
同在”。

基层常态治理，互联网公益
是座守望塔。 如何解决贫困家庭
看不起病的忧患？ 轻松筹微基金
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的“轻
爱行动”创新解决办法。 依托“电
子档”“社工帮”“配捐杠”三大模
式，借助网络项目众筹解决大病
贫困患者求医困难，筹集到的资
金打入医院账户，根据患者治疗
情况进行分配，每个项目都有医
务社工全程跟踪，有效提升救助
效率。

“‘互联网+公益慈善’使人
口众多、 幅员辽阔的中国能够
迅速推进人人公益， 为解决社
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
进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方
案。 ”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说，在

“互联网+公益慈善” 深度融合
的当口，鲜活的“中国样本”正在
形成。

18 次约谈 强力监管、技术
创新，构建透明体系

互联网公益迅速发展的过
程中，也有一些不和谐因素。 有
的网络平台不遵守法律法规，规
则意识不强；有的慈善组织在募
捐中对捐赠人、捐赠财产不够负
责。 门槛低、基数大、信息传播效

率高， 公益与互
联网的组合拳如
果不能正确直击
社会痛点， 则面
临负面信息被放
大的风险。

制度管理不
放松， 平台服务
才能落实处 ，网
络募捐才能更规
范。 民政部慈善
事业促进和社会
工作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8 年，
民政部依据《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
基本管理规范》
《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基本技术规
范》 两项行业标
准下狠力、 强监
管， 约谈平台 18
次， 全面巡检 2
次， 发出责令整
改通知书 7 份 、
改 进 建 议 书 9
份， 要求提交书
面说明和整改材
料 7 次。

技术创新，也让互联网公益
更透明。 2016 年以来，支付宝公
益平台、轻松筹等机构相继将区
块链技术纳入公益版图。“分布
式账本和不可篡改的特性可以
保证每一个记在区块链上的捐
赠记录都真实可见。 ”

独行快、众行远。 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
长陈一丹日前在互联网公益峰
会上表示，互联网公益让每项捐
赠都落地有痕，大大提高了公益
透明度和公众信任度，从而提升
了公益的品质和速度，同时也对
捐助者的身份实现了重构，“每

一个捐赠者也是监督者，同时还
可能是传播者、劝募者”。

詹成付表示，面对日益复杂
的网络生态环境，构建透明体系
是第一要义。“互联网公益慈善
要存敬畏，明是非，守底线，对内
加强自我约束，对外打造良好公
信力。 把透明、理性的公益生态
作为科技创新的把手， 把共生、
共创作为互联网公益生态建设
的努力方向，真正让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做好互联网公益慈善
的中枢纽带、资源通道，身正令
行、调度有方。 ”

（据《人民日报》）

■ 党生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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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 爱心添动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创
新日益活跃、互联网公益文化日
益普及、互联网公益事业参与主
体日益多元，我国的互联网公益
事业开始蓬勃发展，无论规模还
是活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 互联
网公益事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
公益事业的生态环境，也丰富了
公益事业的发展模式。 进一步推
动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健康发
展，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其具有的
优势、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公益事业是公益事
业发展的新模式，其优势可归因
于互联网的四大基因与公益事
业的融合。其一，透明基因。互联
网具有透明性。 互联网公益事业
使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在线化、
数据化，提供了端到端、可执行、
可监控、 可评估的公益解决方
案，实现了公益资源供需关系的

高效对接和公益捐赠全流程的
透明化。其二，创新基因。互联网
公益事业发展与互联网技术创
新高度耦合。 未来，区块链技术、
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将
进一步推动公益资源供需双方
的精准匹配。 互联网的众筹智慧
也使得公益事业形态以“指尖公
益”“行动公益”等多样化形式走
入寻常百姓家。 其三，共享基因。
互联网数据和信息的开放性创
造了共享文化。 公益事业可以利
用互联网的共享基因实现延伸
和扩展。其四，连接基因。互联网
的精髓在于连接。 互联网公益事
业通过社会关系的连接， 促进

“微公益”“人人公益”“社群公
益”模式不断发展，推动政府、公
益组织、企业、媒体以及公众等
多元主体在公益事业发展中实
现协同合作。

在看到优势的同时也应注
意到，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还处
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存在不少亟
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互联网公
益事业存在发展与管理失衡的
问题。 当前，互联网公益事业蓬
勃发展， 但与其相适应的管理
还没有跟上，尤其是相关制度
建设仍需不断加强。 现有的制
度建设主要聚焦于技术标准、
数据保护等方面，存在技术主
义倾向。 从行业自律看，虽然
已有大型互联网公益平台组
织在引领互联网公益行业规
则的制定，但需要进一步扩大
互联网公益平台组织的参与
度。 其次，互联网公益事业内
部体系之间发展失衡。 信息体
系、捐赠体系、评估体系、报告
和管理体系组成了互联网公
益事业四大内部体系。 当前，

人们比较重视的是捐赠体系
建设 ， 忽视了评估体系的完
善，在评估中存在以捐赠人为
导向的简单化倾向。 再次，互
联网公益平台组织与传统公
益组织之间合作失序。 互联网
公益平台组织在互联网公益事
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传统公
益组织长期积累的公益资源也
不可忽视。 目前，二者之间尚未
找到高效合作渠道， 形成一定
的竞争和内耗。 第四，互联网公
益模式与互联网公益金融模式
之间矛盾日益凸显。 当前，互联
网公益中金融工具的渗入日益
普遍，互联网金融助力公益的
独特模式正在形成。 互联网公
益金融模式能够解决公益资
金短缺问题，有效提升公益组
织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但也应看到，金融模式的营利

本质与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
之间必然存在矛盾。

为了更好推进我国互联网
公益事业发展，我们既要充分
发挥其优势，更要着力解决其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应加大制
度建设力度， 为加强互联网公
益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
项目效果、 透明度等为指标完
善互联网公益事业评估体系；加
强传统公益组织与互联网公益
平台组织之间的合作，使二者各
自发挥优势，形成良性竞争与合
作关系； 通过政策工具协调互
联网公益模式与互联网公益金
融模式之间的矛盾， 探索符合
我国国情的互联网公益金融发
展模式；借助科技力量，使互联
网的透明、创新、共享、连接基因
与公益事业进一步融合。

（据《人民日报》）

理性看待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