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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为国内经济
发展和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已
不可估量。 从传统生产、生活模
式被打破的瞬间起，互联网就成
为了全民维系连接、共同抗疫的
重要依赖，无论是最开始的支援
前线医疗，还是眼下的助力复产
复工 ，在互联网的赋能下 ，我们
正在将疫情带来的影响尽可能
缩至最小。

在这其中， 有多年科技、公
益沉淀的腾讯，无疑是互联网抗
疫的代表， 其利用自身优势，在
物资保障驰援 、 信息传播与动
员、 大数据与技术能力支撑、互
联网服务与安全、公众科普教育
等多方面发力， 以产品为媒介，
释放着互联网在危情应对中的
独特作用。

2018 年 4 月，马化腾就曾表
示：“我们不是要进入各行各业，
而是做好助手。 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我们要专注做三件事：连接、
工具和生态。 ”

此次疫情中，我们也的确看
到 ，除了亲身参与外 ，腾讯更愿
意将连接器、工具箱和生态共建
者的身份充分展示。

打造场景
支撑平台强力筹款

纵观此次抗疫，腾讯先后投
入 15 亿元人民币设立用于国内
的“战疫基金”，分别投入在物资
支援、技术支援、人员关怀、科研
与医疗事业等方面，此次基金将
专设 3 亿元的“致敬战疫人物基
金”，用以对战“疫”中做出特殊
贡献人士的致敬和慰问。 还增设
1 亿美元的“全球战疫基金”，助
力海外抗疫。

3 月 24 日，中国工程院与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武汉启动

“中国感染新冠肺炎医务人员康
复关怀行动”，将为抗疫期间确诊
感染医务人员提供康复治疗、健
康管理服务等在内的系统支持。

但比起自家投入，作为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的“一线”代表，
腾讯公益平台为全国范围内的
慈善组织第一时间发起募捐支
援重点疫区起到的枢纽作用，是
更为重要的。

疫情暴发后，腾讯公益平台
第一时间设立“驰援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专题，以“守护战疫
天使”“扶助危困群体”“驰援爱
心物资” 三大筹款类别并肩发
力，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关爱金
和保证金，援助受新冠肺炎影响
的困境群体和募集爱心物资，通
过公益将企业、社会组织、媒体、
公众等多方积极串联。

自 1 月 23 日上线第一个项
目以来， 有超过 79 家慈善组织
启动执行工作。 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为
抗击疫情的筹款，主要被用于前
线物资购买和执行，这与以往个
人救助有着很大区别。 其次，这
次疫情专区的每一个上线项目，
都经过平台运营同事和具体项

目发起方的充分沟通和评估，其
购买物资的能力被作为重要考
量之一。 ”

截至 3 月 27 日 21:30， 三大
类别共筹集善款 602,812,571.66
元，捐赠人数 12,598,230 人次。

此次疫情中， 公众捐赠高
涨，如何在众多捐赠平台中脱颖
而出，吸引公众参与？ 公益场景
不可缺少。

在“战疫天使守护计划”项
目中，腾讯公益提供了有趣场景
供公众参与，在捐赠页面中设置
“接龙加油”入口，提供三种接龙
方式———“捐善款”“捐加油”“已
承诺拒吃野味”。

当前，参与度较高的“捐加
油”场景为项目正带来高频次的
公众参与度。 该场景邀请参与者
和一名伙伴在线共同完成一幅

作品，该作品以写字呈现，参与
者在书写为“战疫天使”加油的
某个字时，腾讯公益也随机邀请
线上另一个网友参与，书写出另
外一个字。 最终，由线上两位参
与者共同完成了一个加油词语。

截至 3 月 27 日 21:40， 共有
7329945 人参与接龙。

开放工具
专业助力全民抗疫

“平台募款”“网课教学”“消
息辟谣”“健康出行”……在此次
疫情中，公众不同程度地体验到
了网络抗疫工具的便利，这也是
互联网平台深度介入公众事件，
为社会大众深耕服务的一次极
致体现。

疫情暴发以来， 腾讯云、腾
讯政务、腾讯会议、腾讯文档、腾
讯医疗、腾讯教育、微信、QQ 等
多条业务和产品线也在积极发
力， 用数字化工具助力政府组
织、企业单位以及公众开展疫情
的防控。

其中，企业微信、腾讯会议、
疾病防控可视化分析平台、腾讯
企点智能客服和医疗云直播等
腾讯五款“抗疫” 工具产品在 3
月初通过评估，意味着这些产品
在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方面
获得了权威认可，能够为企业组
织尤其是政府及金融机构进行
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带来有效
帮助。

腾讯会议着力于满足远程
会议场景需求，提供高清音视频
能力和实时屏幕内容分享及在
线文档协作。 用户可以通过 PC
客户端、 手机 APP 端、 小程序、
web 端、电话等多种方式接入，还
可以在微信生态中完成一键预

约、发起及加入会议等操作。 在
疫情期间，腾讯会议免费开放了
300 人的不限时会议服务。

企业微信是腾讯打造的企
业通讯与综合办公平台，具有与
微信一致的沟通体验，能够提供
丰富的 OA 应用和连接微信生
态的能力， 可帮助企业连接内
部、连接生态伙伴、连接消费者。

疾病防控可视化分析平台
则通过大数据分析与呈现技术，
可以为各级各地政府提供疫情
防控的宏观决策支撑，辅助政府
制定相关防控和应急措施。

腾讯企点智能客服则针对
疫情期间客户见面难、企业难以
挖掘及转化商机的困境，客服人
员远程办公等实际场景，支持随
时随地高效、智能、安全与客户
沟通。

医疗云直播服务则依托腾
讯云强大的音视频直播能力，为
医疗机构等用户提供医务培训、
远程诊疗、示范教学以及远程探
视等场景下的音视频解决方案。
参与方通过小程序，就能进行实
现互动沟通。 同时，医疗云直播
服务还提供弹幕观看、直播回放
与统计， 能有效提升直播效果。
在疫情期间，也可以有效地协助
医疗资源实现共享，缓解医疗资
源紧张的情况。

创新产品
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眼下，距抗疫的完全胜利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各地复工复
产已是势在必行，为复工复产创
造条件也成为了互联网企业的
任务之一。

结合这一“痛点”，腾讯推出
了“防疫健康码”解决方案———公
众通过申请收纳自身健康信息的
二维码，获得电子出行凭证，方便
在疫情期间出入公共场所。

2 月 9 日，“防疫健康码”率
先落地深圳。 随后，北京、广东、
四川、云南、天津、贵州、上海、重
庆、黑龙江、广西、湖南、湖北、安
徽、 青海等近 20 个省级行政区
也陆续上线，覆盖广州、武汉、福
州等 300 多个市县。

此外，多个地方的健康码已
初步互通互认，并正在推动实现
一码通行， 即公众在填报一次
后，无须在经过其它省市时重复
填报。

目前，腾讯防疫健康码累计
亮码超过 16 亿人次， 覆盖近 9
亿人口，累计访问量破 60 亿，是
服务用户最多的健康码。

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一切以用户价值
为依归的经营理念，已经融入了
腾讯的 DNA，在每一款产品中，
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它的理念。

‘用户为本、科技向善’已成为腾
讯的使命和愿景，产品本身一方
面既是商业产品，也是社会化产
品， 自于用户的痛点和需求；另
一方面，产品设计之初，便是公
益融入之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