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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腾讯公益 12年：

2.3 亿人次捐出 54 亿元
� � 6月 26日， 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迎来了 12周年。12年，也是中
国互联网公益发展的一个个缩影。

据腾讯公益平台公布数据，
“80 后”“90 后”成为募捐的主流，
广东、北京、江苏捐款量领跑全
国。目前，已共有 2.3 亿人次爱心
网友捐出 54 亿元， 每年的捐款
曲线仍在逐年高速攀升。

但同时，民众的公益热情也
是一把双刃剑：个别公益因项目
信息失真或过度夸大而导致的
信任“黑匣子”事件，破坏了用户
的信任。 腾讯公益的透明化制度
和“冷静器”的上线，正是“理性
公益”在现实中的实践探索。

公益内容也成为了很多媒
体内容的重要一环，“最后一
条”、“回响计划”、“临时哭泣点”
等公益活动，成为公益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腾讯基金会副秘书孙懿表
示：“为了鼓励更多好的公益内
容报道，我们将对优质内容生产
者开放一些流量激励。 期待更多
人一起携手成为公益行动者。 ”

捐赠比例：
女性约 55%多于男性

如果要问今天与 12 年前有
什么区别，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赞
同，最大不同就是“指尖公益”的
流行。

2008 年汶川地震让全世界
人们见证了“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 也被称为“互联网公益元
年”。 直到今天，便捷且有趣的方
式，让做公益变成一件容易让人

“上瘾”的事。
2014 年，腾讯公益推出“一

起捐”， 创新的筹款方式加上社
交能力，深刻改变了募捐进行的
方式，2018 年 99 公益日，通过一
起捐的筹款量超七成。

截至 2019 年 5 月，腾讯公益

平台已有超 2.3 亿人次捐出 54
亿元善款。 在地域捐款排名上，
前五名分别是广东省、 北京市、
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 在性别
上，女性以约 55%比例多于男性。

随着移动社交和支付的普
及，用户参与公益的方式也变得
多样化。“行为公益”是腾讯这几
年带头倡导的概念。 其中“运动
捐步”是一个网友捐步数、企业
匹配捐赠资金，通过创新的捐行
为公益方式构建多元化公益场
景。截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运动
捐步共吸引网友超 9.2 亿人次，
募集善款超过 9.9 亿。之后，公益
打榜、捐声音、捐早起、捐阅读时
间、捐电脑清理垃圾等行为公益
也推陈出新。

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
经理张军表示，行为公益最大的
特点，是建立在自己和别人双赢
的模式，做一个动作之后自己一
定会变得更好，同时会帮助到别
人。 好的产品提供好的体验和服
务之外，也让产品使用者以及周
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在谈到这 12 年的初心时，腾
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说，12 年
以来， 腾讯公益就做一件事：希
望做人人可公益的创连者（创
新、实践、连接），希望人人可公
益，从理想走进现实。 每个有爱
的人可以随时随地、随心随想参
与喜欢的公益。

公众关注“公开透明”
超过 55%

2018 年，腾讯公益曾对近数
千名网民进行调研“你理想中的
公益项目，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
征”，结果发现，关注“公开透明”
超过 55%。可见，网友对项目是否
靠谱、 善款流向等问题最为关
注，而透明也是提升中国公益信
任的必由之路。

腾讯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
致力于以科技连接信任，将核心
定位放在透明、便捷的互动平台
的搭建上。

2018 年，腾讯公益上线了个
被外界称为“首个拦着不让捐
款”的功能———“冷静器”。 他们
的初心是希望捐赠者在支付前
多想一秒，在捐赠时能透明地看
到项目进度与落地成效。 这是腾
讯公益为技术赋予的善意。 理性
公益不仅没有阻拦用户的捐款
热情，还收获了更多持久性的捐
款意向。 根据腾讯公益平台公布
的数据，用户的复捐率每季度同
比上期均有上涨，以 2019 年第一
季度为例，同比去年增加 9.78%。

在谈到产品在这十多年透
明机制上的设计时，腾讯公益高
级产品经理彭湃坦言：“目前社
会上还没有一套标准去衡量项
目好不好，如何向用户展现项目
好不好是有困难的。 我们的解决
方法是， 让项目执行效果来说
话， 于是建立了一套透明机制，
让公众具体了解这些项目的进
展、财务和效果。 我们的愿景是
倡导“理性公益”，但这件事情想

做出效果，不仅仅是平台，更是
媒体、公众、政府、公益机构一起
合力推动才能构筑。 ”

将公益扎进年轻人的圈子

互联网公益十余年，传统媒
体的社会新闻和公益内容结合，
已经不算新鲜事。 孙春龙、王克
勤等新闻人转型全职公益人，成
了行业一道靓丽风景线。 但还有
一伙自媒体人，从最初的跃跃欲
试 ， 到真正将公益扎进了“80
后”、“90 后”的圈子。

在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
自媒体创造了一个温暖小奇迹。
由腾讯公益和新榜共同发起的
《最后一条给抗战老兵》，联动 700
个公众号的最后一条推送留给公
益， 行动开始之后的第 19 个小
时，南京姑娘经育文看到推送后，
发现其中一位老兵疑似是其失联
的三爷爷，最后确认，并让这位 99
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回家了。

在 2019 年中国互联网公益
峰会期间，腾讯公益联合自媒体

“杂乱无章” 发起了“临时哭泣
点”项目，通过漫画的形式讲述

年轻人在城市打拼，如何面对挫
折， 引发大家对抑郁症的关注，
阅读数突破 50 万+，官方留言上
千条。

对于如何在 90 后群体中，
用内容创意打动用户？“杂乱无
章”创始人张荆棘说：“用户的身
份认同很重要， 关注是第一步，
真正让大家参与进来才是好项
目，感受到自己是受益者也是公
益者。 ”

同样作为受年轻人喜爱的
公众号“我要 WhatYouNeed”执
行主编吴耀锋表示：“可爱是一
种比较抽象的概念，如果细心发
现的话，会让读者他们觉得这些
人可爱，我要向他学习，把这份
可爱告诉更多的人，这是公益传
播的过程，这种气质也是跟读者
反复对话中找到的。 ”

公益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
内容创造者、公益项目和公益平
台的联动。 腾讯基金会副秘书孙
懿表示：“99 公益前，我们将推出

‘媒体大咖公益行动计划’，通过
平台的流量、奖项、项目，以此激
励更多有心的内容创作者一起
携手为公益加一把火。 ”

2019 年 7 月 1 日，腾公益发
布了 2019 年 99 公益日规则。

在各级民政部门依法登记，
且登记证书有效期半年以上的
公益慈善类组织可以参与活动。

所有开展募捐的项目，需在
民政部“慈善中国”全国慈善信
息公开平台有效备案；非常态化
项目如紧急救灾类项目，不建议
参与 99（但灾后重建类项目可
以）；为倡导关注公共利益、促进
群体问题的解决，项目受益对象
需为群体； 申请参与 99 的项目
须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 24:00 前
提交至平台审核。

公募组织需上传 2018 年工
作年报及审计的财务报告；2019
年前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过筹
款项目的公募组织，需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认领和发起项
目总数 90%的财务披露（披露需

包含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的财
务信息）。

非公募组织需上传 2018 年
工作年报（或审计的财务报告）；
2019 年前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
过筹款项目的非公募组织，需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 完成发起
项目 100%的财务披露（披露需包
含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的财务
信息）。

每个公益项目都须设定筹
款目标；

公募组织的公众筹款总额
（即筹款目标减去已筹金额），最
高为该组织 2018 年公益支出总
额； 非公募组织的公众筹款额
度，由公募组织根据其 2018 年实
际执行能力评估确定；

2019 年 7 月之前从未执行
过公益项目的公益慈善类组
织，公众筹款总额最高为 30 万

元。（有过实际执行但未在腾讯
公益平台注册发起项目， 不受
此条限制）。

配捐方面，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 腾讯基金会 2.9999

亿元配捐：9 月 7 日 9999 万元，9
月 8 日 1 亿元，9 月 9 日 1 亿元。
配捐使用方向为按照项目募捐
方案中的执行计划、预算使用

9 月 7 日-9 日， 每天早上 9
点开始、在配捐时段内，用户每
次不低于 1 元的捐赠，将机会随
机、金额随机地获得配捐，每人
每天最高可获配捐总额为 999
元。 每日配捐配完即止，若当日
配捐未配完将顺延至活动结束。

第二种，腾讯基金会 1 亿元
非限定性配捐。

其中 9000 万元是非限定性
配捐：由获得配捐的非公募组织
统筹，可用于组织运营与发展等

非限定性方向。
9 月 7 日早上 9 点开始，项

目的公众筹款额及捐赠人数（去
重）均达标，即可获得对应的非
限定性配捐，配完即止。

最低捐款人数达到 20 人、
公众筹款额达到 2 万元即可拿
到 0.16 万元的配捐。 最高捐款
人数达到 10000 人、公众筹款额
达到 1000 万元，可拿到 90 万元
的配捐。

还有 1000 万元非限定性配
捐是面向公募组织的，限用于行
业成长培训、 枢纽伙伴培育、99
团队激励、第三方专业审计。

达标条件是积极开展联合
劝募的公募组织，满足联合组织
数（含小微机构）≥30 家、公众筹
款额≥200 万元、 企业配出资
金≥50 万元、 联合配捐企业数
量≥20 家（后三项均包括公募组

织合作的非公募组织数据）。
根据公众筹款额排名，1-60

名可获得 80 万元到 5 万元不同
金额的非限定性配捐。

第三种，爱心企业配捐。自 9
月 7 日上午 9 点开始，每笔不低
于 1 元的捐赠，可获得 1：n 的配
捐（n 由企业自定义，最高不超过
10）， 每家爱心企业单笔配捐最
高 9999 元。配捐结果实时显示在
项目和爱心企业配捐活动页面，
先捐先配，配完即止。

99 公益日结束后，腾讯公益
将会根据筹款金额排名分梯度
分领域，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公
益项目开展独立审计， 其中 99
期间筹款金额排名前 5 的项目
将直接纳入独立审计对象范畴；
腾讯公益还计划联合有关主管
部门、行业专家、第三方机构随
机开展对公益项目的独立评估。

腾讯公益发布 2019 年 99 公益日规则

腾讯公益 12 年历程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