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7 日，作为公益链·时间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链官网投票竞选超级节点开始进行内测。
公益链由徐永光、梁春晓、程刚、崔志如、丁士煜、房涛、郭美玲、郝南、何日生、胡广华、呼中陶、贾西津、金锦萍、康晓光、李小云、刘红尘、

刘宏伟、刘选国、卢迈、吕建中、马广志、马庆钰、马蔚华、缪力、慕林杉、丘仲辉、陶斯亮、王安、王娟、徐家良、杨团、叶正猛、翟雁、张强、赵红云、
朱健刚等 36 人共同发起。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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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月 4 日召开的“公益链
启动仪式暨共同发起人会议”
上， 发起人共同签署并发布了
《公益链共同发起人共识》，将公
益链暂定为区块链时间银行及
其服务模式。

《公益链共同发起人共识》
认同，区块链技术在志愿者服务
领域的应用，通过去中心化分布
式记账方式，能够对志愿服务的
时间贡献进行真实、有效、可追
溯的记录。

《公益链共同发起人共识》
发布后，迅速在志愿服务领域引
起关注。 此次内测就吸引了成都
爱有戏、 北京美新路公益基金
会、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兰州
云田公益发展中心、浙江海宁市
南关厢素食馆餐饮有限公司、高
校素盟等多家机构的参与。

那么公益链究竟是怎样运
作的？ 36 名发起人为什么要参与
发起公益链？ 公益链会为志愿者
和志愿服务组织带来什么？《公
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南都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公益链共同发起人
会议联席会议主席徐永光。

数字经济时代公益不能缺席

据徐永光介绍， 两三年以前
他就开始关注区块链。 区块链本
质上是一种分布式、去中心化、几
乎不可更改的数据库记账技术。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杜绝造假，
如果应用到志愿服务领域， 可以
让志愿服务记录真实、有公信力，
并且不可更改、可追溯。

认识到区块链技术对于志
愿服务的价值之后，包括义工时
间志愿服务平台等在内的志愿
服务信息平台纷纷开始在“区块
链+志愿服务”领域进行探索。

2019年 10月 24日， 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
的运用， 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
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
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
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

“用区块链技术来推动志愿
服务时间银行的建立， 应该说已
经到了天时地利人和一切条件万
事俱备的阶段了。 ”徐永光强调，

“数字经济时代公益不能缺席。 ”

公益在区块链革命中应该
成为好榜样

在徐永光看来，区块链技术
带来的不仅是记录方法的改变，
更是信任与社会资本。

“公益的第一使命是生产信
任，创造社会资本。 在这个问题
上， 我们实际上一直面临着挑
战、 质疑， 经常是一荣不能俱
荣，但是一损就会俱损。 在这种
情况下，公益非常无助，怎么构
建公信力？ 这个实际上难度很
大。 ”徐永光表示，“区块链不仅
是一种技术， 而且里面带有一
种人类所梦寐以求的价值，即
信任机制。 ”

区块链是分布式的、去中心
化、去权力化，所有的人在区块
链面前都是平等的。 信用社会的
构建将不是靠法律强制和人的

“道德”“觉悟”提高，而是靠技术
来实现。 信任和社会资本在区块
链中可以实现价值互联。

“我感觉到， 区块链实际上
对公益来讲是一个天赐良机。 区
块链时代， 我们公益不要犹豫、
不要观望， 看准了就要付出行
动。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造
公益的公信力。 ”徐永光强调。

“对于这样一项创新， 它是
一个蛮复杂的东西，但是经过沟
通，大家都很认同，在公益界引
起一种巨大的共识性的认可。我
感觉大家是在构建一个社会信
用体系上找到了共识。 ”徐永光
表示。

在徐永光看来， 正是基于
这样的共识， 才有了 36 名发起
人的加入。“这让我看到了咱们
公益行业还是蛮有希望，能够勇
敢地去拥抱这样一个新事物，这
个还是很难得的。 ”

徐永光认为：“区块链时间
银行的打造， 能够让公益在区
块链革命当中，不仅不缺席，而
且要进入主流， 成为主导———
不是在数字经济的领域成为主
导， 是成为构建信任体系的主
导。 这才是正道，所以一定要彰
显公益， 构建一个社会信用的
正道。 ”

“区块链时间银行的打造，
是为了一个更加透明的社会，一
个更加自律的社会，一个更加诚
信的社会， 一个更加高效的社
会，最终目标是追求一个更加自
由平等的社会。 ”徐永光强调。

实现“V 积分”的通存通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区块
链时间银行，公益链最基本的功能
是对志愿服务时间进行记录。

《公益链共同发起人共识》
明确，有付出有获得，时间面前，
人人平等。 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均
以时间为统一计量标准，由公益
链时间银行进行记录。 公益链时
间银行将以“V 积分”作为凭证，
标记志愿服务的时间价值。

在公益链官网（包括上链机
构）上注册登记的志愿者，通过参
与公益链生态内的志愿服务活动
就能获得 V积分， 每做 1小时志
愿服务，就获得一个 V 积分。

“我坚持认为，时间面前人
人平等， 不要说谁的服务就应
该更值钱， 哪一类人的服务就
不值钱。 如果对这些东西进行
不等价的定价，会很乱，可能带
来的麻烦更大。 时间面前人人
平等， 恰恰在这个领域把这种
已经产生的不平等或者差异性
缩小，而不是把它扩大。 ”徐永
光强调。

《公益链共同发起人共识》
明确， 志愿者所持有的 V 积分

“可在不违背志愿服务精神的前
提下进行兑换和流通。 通过长期
的信用检验，努力实现全球范围
的通存通兑。 ”

“实际上公益链本身不是志
愿服务信息平台， 是各种平台共
享服务的基础设施。 公益链作为
一个基础设施是为各个平台入驻
提供一个通道， 形成一个跨地域
的、不受地域限制的、将来可以通

存通兑的体系。 ”徐永光表示。
徐永光认为，按照时间银行

的逻辑，志愿服务本身就是有回
报的， 这是兑换和流通的基础。
“记录就是有回报， 如果志愿服
务时间可以用志愿服务时间回
报，时间是有价值，我要兑换成
其他权益，凭什么就不可以？ 只
要我们保证志愿服务的记录是
真实的， 真实的价值就会被认
可，就可以流通，通存通兑。 未来
我感觉 V 积分就是会有一个公
认的定价。 ”

对于是否会导致用 V 积分
逐利的情况产生， 徐永光表示
并不十分担心，“我首先感觉是
价值被认可了， 如果每年社会
上有 100 亿资金来买走 V 积
分， 等于志愿服务领域增加了
100 亿的收入，那不就是说私人
财富流向公益嘛， 会激励更多
的人来做志愿服务。 然后我们
再想怎么样去限制、规范，这是
第二个问题”。

徐永光强调：“我最担心是一
文不值， 不担心将来价值被哄抬
到那么高。 本来中国的公益公众
的参与度很低，因为参与度低，公
益就不可持续，只是捐款没用的，
要吸引更多人来做志愿服务。 ”

以公共利益公司的方式运作

无论是公益链本身的搭建、
维护、运营，还是 V 积分的投放、
兑换，都需要一个实体机构。《公
益链共同发起人共识》 明确，共
同发起人赞成成立“时业家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 并声明，该公司
为公共利益公司，任何发起人不
拥有该公司的收益分配权和剩
余利益索取权。

徐永光认为， 作为发起人，
“最大的责任就是用个人的信用
在为这个创新做背书。 如果这个
事将来成了一个骗局，将是对发

起人个人信用的重大伤害。 他们
愿意作为发起人，就已经是背负
了很大的责任”。

为了保证公益链的公益性，
《公益链共同发起人共识》明确，公
司的设立及治理结构，由公益链共
同发起人会议选举产生的公益链
监督委员会决定；公司的投融资等
重大事项，由公司董事会决定。

在 12月 4日的“公益链启动
仪式暨共同发起人会议”上，公益
链监督委员会通过选举已经产生，
由徐永光、程刚、金锦萍、康晓光、
刘选国、马庆钰、翟雁 7人组成。

公益链共同发起人还同意
成立公益链委员会筹备组秘书
处，并着手开展相关业务的筹备
工作。

据徐永光介绍，公益链监督
委员会将在 2020 年 1 月召开会
议，讨论监督管理规则。

徐永光表示，将通过综合考
量个人条件、社会影响、公信力、
代表性等因素产生公司董事，

“任何一个事情的形成肯定是在
不断地沟通协商当中产生”。

“责任主体非常清楚， 如果
发生法律上的纠纷，由时业家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承担有限责
任。 ”徐永光表示。

在徐永光看来，随着时业家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发展，公司
本身的价值自然会凸显出来。
“假如 V 积分的价值是零， 永远
是零，那时业家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的价值就是零，只要是 V 积分
有了价值，作为投放 V 积分的机
构，公司怎么会没价值？ ”

在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1 月 12 日进行的超级节
点内测中， 机构注册认证成功
后，有权选择参加竞选，根据所
获得投票的数量的多寡排序，得
票最多的前 9 名参选机构获得
超级节点资格， 第 10—110 名参
选机构自动成为备选节点。

实名注册成功后的个人用
户可获得 1 个 V 积分，并获得投
票权。 1 个 V 积分对应 1 个投票
权重。 用户可单选投票给某个参
选机构，投票后的投票选择不可
更改，在投票期内所投出的 V 积
分处于冻结状态，投票结束后冻
结状态的 V 积分解冻。

2020 年 1 月 13 日数据清
零，根据测试情况择期公布正式
竞选超级节点日期。

徐永光认为：“所有的运行
不一定是那么完备，那么天衣无
缝。 但没关系，因为这是个新的
东西，大家都在探索，但是所有
的工作都应该在阳光之下。 ”

“我并不认为中国只能有一
个公益链。 我相信经过若干年的
培育，会产生若干个大的类似公
益链这样的时间银行，在竞争中
优胜劣汰，一定会形成一个健康
的生态。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
当中、在区块链革命当中，公益
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地
位。 ”徐永光强调。

徐永光解读“公益链·时间银行”：

公益应该成为区块链革命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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