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出“4+1”筹款战略

据长沙市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助理、 筹资部部长黄灿介绍，
截至 9 月 9 日 17:00 时， 长沙市
慈 善 基 金 会 的 公 众 筹 款 为
8888.8989 万元， 捐赠人次达
1186620， 腾讯配捐为 2300 余万
元， 企业配捐为 660.46 万元，共
筹集善款超 1.1 亿元，是 2018 年
的 1.7 倍，是 2016 年首次参与时
（440 万元）的 25 倍。

这一喜人“成绩”的背后，长
沙市慈善基金会究竟做了哪些
准备和努力？

黄灿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在今年 99 公益日募款中， 长沙
市慈善基金会推出了“4+1”筹款
战略，即：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计
划）、居家养老（最美夕阳红）、三
社联动（社区发展）、 日行一善
（微基金）+共建共享（助力社会
组织发展）。 前 4 个为机构的自
主项目，后一个是跟全长沙市社
会组织合作项目。

对于“4+1”筹款战略，黄灿
做了近一步阐述。

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项
目中，基金会找了长沙市精准扶
贫领导工作办公室，对审定的精
准扶贫村开展了多次筹款发动
会，对如何参加 99 公益日、如何
进行线上筹款等问题进行培训；

在三社联动（社区发展）项
目中，跟长沙市民政局签证处合

作， 将 99 公益日筹款信息传播
到每一个社区，充分发动社区群
众积极投身到社区建设中，做到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人才内外
联动；

在居家养老（最美夕阳红）
项目中，将全市的养老机构请至
基金会并开展关于 99 公益日筹
款的培训，包括养老机构的项目
应如何设计和规划等；

在日行一善（微基金）项目
中，基金会对市委市政府等机关
单位发出邀约，通过体制内的捐
款响应党的号召及党建工作，同
时与 99 公益日相结合；

在共建共享（助力社会组织
发展）项目中，对全长沙市的社
会组织（两三百家）进行了发动
和培训，通过培训告知机构未来
需对接的资源、如何发起项目以
及在哪些平台发起项目等。

99 不是目标，应是契机

“在今年 99 公益日筹款中，
我们最花精力也是最值得炫耀
的部分是联合了行业协会进行
筹款， 虽然效果没有达到预期，
但我认为是对整个筹款生态迈
出的重要一步。 ”黄灿说。

黄灿认为，99 公益日树立公
益机构公信力的最好办法就是
将募款的人和执行项目的人分
开，公募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是一
个纽带，是一个向双方分别提供
不同个性化服务的体系，腾讯则

是提供了技术保障。
为此， 黄灿在今年的 99 公

益日期间大胆尝试，联合长沙市
湘菜餐饮连锁协会， 与 19 家餐
饮连锁企业合作，在每个企业的
门店发起子计划，由门店负责筹
款，最终把筹集的善款交给餐饮
连锁协会来执行项目。

“长沙市的餐饮门店有上千
家，假使 1 家一年筹集 5000 元，
100 家就有 50 万元， 以此类推。
针对门店发起的子计划，一年只
有两次筹款机会。 一次是 99 公
益日， 可完成一半的筹款额度。
还有一次机会是春节，是吃饭的
高峰期，即可完成剩余的筹款额
度。 ”黄灿介绍道。

与此同时，长沙市慈善基金
会还联合了住建行业协会， 针对
全市的建筑公司发起子计划。“如
果一个建筑公司一年筹集善款 1
万元，全市一两百家建筑公司，就
可筹集一两百万元的善款。 一年
两次筹款机会， 除了 99 公益日
外， 每个建筑公司每年至少开四
五个工地， 每个工地开张时都会
有一些企业老板参加， 这是另一
个募捐的好时机。 ”黄灿说。

对于这一模式， 黄灿认为每
个行业都可以做。 再比如眼镜行
业协会， 长沙市有上万家眼镜店
铺， 只要通过眼镜行业协会向店
铺进行传导， 筹集的善款很容易
就达到目标。黄灿表示，若将募款
延伸到每一个个体户， 那以后社
会组织筹款就可以直接去找行业

协会，由行业协会进行购买服务。
黄灿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之所以选择跟餐饮行业协会合
作，是因为长沙市慈善基金会正
在努力将募款和执行项目进行
严格区分，只有这样才能在筹款
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通畅，更加透
明、公正。

“99 公益日作为一个发动
机，发动的周期如果在一定的时
间内完成了它的使命，那么以后
整个网络募捐即使没有 99 公益
日也应该能够照常运行。 ”黄灿
认为，99 公益日只是一个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募款不再具
有压力的时候，99 公益日就不是
目标，而是契机了。

黄灿表示，以后的每一个传
统节日，比如春节、端午、中秋等
所有节日都将是公募的爆发点。
如何开发消费捐赠市场，是我们
下一步重点考虑的方向。

创新与探索

谈及在今年 99 公益日中，长
沙市慈善基金会进行的创新和探
索，黄灿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主
要体现在精准社群方面，今年 99
公益日期间基金会主动联系了广
场舞队伍， 因为在每个广场舞队
伍里都有艺术团， 每个艺术团里
多则有一两百人， 少则有二三十
人，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社群。

黄灿表示，广场舞大妈通常
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时间充

足；二、家庭基本属于小康以上
水平， 因为跳舞需要装备和衣
服，必须具有消费实力；三、是做
饭做菜的好手。

“我们要看到广场舞群体的
消费市场，假如我们笼络了全市
两千多支广场舞艺术团， 将艺
术团的人统一建两到三个微信
群。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 99 筹款
问题，而且在精准扶贫（乡村振
兴计划）方面，可以将村里的无
公害的农产品对接给该群体，
即可解决扶贫村的资金来源问
题， 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
题。 ”黄灿向《公益时报》记者解
释道。

那么， 如何来吸引广场舞队
伍，让其参与到 99公益日中来呢？

黄灿表示， 通过组织发动
会， 告知该群体参与 99 公益日
可以为其发展子计划，筹集团队
建设资金，前提是这部分资金必
须是用作社区的文化娱乐、文化
养老等公益事业。

通过黄灿及其团队的努力，
最终有近 8 家广场舞队伍参与
了今年的 99 公益日。 黄灿说：

“实际上每支广场队伍的筹款目
标都不高，我给他们规定的是每
个队伍 2 万元或 5 万元，最多不
超过 10 万元。 ”

通过这样的尝试， 让 99 公
益日与广场舞队伍产生了很好
的粘性纽带。 黄灿坦言，通过今
年的尝试，如果模式可行，接下
来就可以跟精准扶贫村进行深
入合作，将村里的农产品销往这
一群体。

除了与广场舞队伍合作外，
长沙市慈善基金会还加强了与
大型商超的合作，通过在商圈前
坪和相关地铁站设置公益集市
点，通过扫码并赠送小礼品的形
式让市民参与。“因为我们只有 3
个专职人员，一家家去跑根本不
现实，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以单位名义出政策和函，长沙市
的社会组织可以在我们这里拿
函，以机构的名义与商超进行洽
谈合作。 ”此外，在同各商超合作
的过程中，黄灿将各商超的场地
负责人建立了微信群， 意在 99
公益日外还可联合这些场地同
步启动其它公益活动。

谈到 99 公益日募款的经
验，黄灿向《公益时报》记者列举
了以上的案例。 与好看的筹款数
据相比，黄灿更担心的是公信力
以及项目的执行力。 为此，2018
年长沙慈善会通过招标选定第
三方评估机构，首次对 2017 年的
77 个项目进行了项目实施和效
果评价两方面评估验收。 最终，
46 个项目被评为优秀，19 个项目
为良好，6 个项目为合格。 6 个项
目因未及时完成，被列入了“不
可靠清单”。 目前，2018 年的网络
募捐项目正在评估验收中。

“慈善公信力就是生命线。
只有让信息公开成为慈善的透
明口袋，才能让慈善在阳光下运
行。 ”据黄灿介绍，长沙市慈善基
金会通过坚持行业自律与社会
监督相结合， 建立了包括政府、
媒体和公众监督以及第三方评
估在内的四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做到依法保护捐赠人、受助人及
其他相关利益人的合法权益。

� � 9 月 9 日 24 时，2019 腾讯 99 公益日正式闭幕，据腾讯发布数据显示，7 日至 9 日期间，共有 4800 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
出善款 17.83 亿元，超过 2500 家企业配捐 3.07 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 3.9999 亿元配捐，本次 99 公益日总共募得善款达到了
24.9 亿元，全网用户累计互动量达 8.82 亿次，参与活动的慈善组织和企业双双破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年，大批以地方慈善会为代表的公益机构进场并逐渐崭露头角。
截至 9 月 9 日 24 时，在 99 公益日募捐机构排行榜中，第二名至第五名均是以地方慈善会为代表的募捐机构。 日前，《公益时报》记者对

今年新涌现的筹款大户长沙市慈善基金会进行了采访，这支“公益湘军”今年募款额位居排行榜第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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