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公益组织业务遭遇冲击，尤其对靠提供线下服务获
得大部分收益的公益组织产生影响，一些公益组织甚至直接停摆。

中国发展简报与《公益慈善周刊》等联合发布的《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
查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有超 6 成公益慈善组织遭受重大或者比较大的影响，
有 67.5%的项目无法进社区开展，36.1%的项目因为疫情原因被迫暂停与社区合作。

在这次全民抗疫中，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支撑不可或缺。
7 月 14 日，2020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召开，受疫情影响，峰会全程在线直播。 峰会现场

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社会各界通过各级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累计捐赠 396.27 亿元，其中，通
过互联网募集善款 18.67亿元，参与人次达到 4954万人次。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名誉理事长陈一丹表示，本次疫情严峻，是名副其实的一
场“大考”，公益伙伴们在互联网等技术的助力下，正在加快自我进化。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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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互联网技术支撑公益组织脱困

渡“疫”不易

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
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巴渝公
益”） 主营业务是开展环境生态
保护公益项目，大部分项目需要
依托线下完成，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使其组织形式及执行效果受
到影响。“人群不能聚集，项目无
法开展。 但任务却是确定的，延
期时间人员及其他成本都是固
定支出。 ”巴渝公益负责人表示。

巴渝公益还只是疫情中受
到波及诸多社会组织中的一家。

上半年，北京德清公益基金
会计划开展近百场线下公益活
动全部取消，这是一家用公益的
方式关心支持中国乡村中小学
合唱艺术及音乐教育的普及和
发展的公益组织，推出的“快乐
合唱 3+1”公益项目较为瞩目，但
因疫情原因，原先线下课程只能
全部改为线上培训。

6 月初， 一家专注为心智障
碍儿童提供服务的公益机构收
到一份场地追款通知函，函件称
有两个月共计 7 万余元的机构
房屋租金未缴， 若逾期不缴，不
保证能正常经营。 去年腾讯 99
公益日期间，该机构通过绑定一
家大型公募基金会筹款超过 100
万元， 但由于项目大多为线下，

无法开展，资金无法拨付，而疫
情期间，场租及人员成本仍在产
生，机构发展较为无奈。

以上三家机构均为执行型公
益机构，以开展线下项目为主，而
且一些项目也只能通过线下开
展，但在疫情期间基本无法推动。

根据《疫情下公益组织的
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显示，执
行型公益机构最主要资金来源
是政府采购服务项目， 其次是
国内基金会的资助， 只有社会
企业的第二资金来源是自营收
入。 因此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
国内基金会资助额度的变化，
对执行型公益机构的影响起着
决定性作用。

在疫情对执行型公益机构的
影响维度方面，最主要的是项目，
其次是资金，第三是外部环境。其
中在项目方面主要表现为不能进
入社区开展项目活动， 目标群体
的参与和配合度下降两个方面；
在资金方面主要表现为新的筹资
机会变少， 疫情使机构运作成本
超出原有预算两个方面。

拥抱变化

疫情的出现，让更多的传统
企业突破行业壁垒，开始拥抱更
多线上手段，用互联网的方式来
尝试数字化公益，收获了良好的

效果，也让数字化公益吸引了更
多人的目光。

根据 2020 中国互联网公益
峰会披露数据显示， 近 3 年来，
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每
年增长率都在 20%以上，2019 年
募集金额更是超过 54 亿元，比
上一年增长了 68%。截至 6 月初，
在众多伙伴助力下，累计近 1300
万人次在腾讯公益平台上为驰
援战疫捐赠善款共计超过 6.06
亿元。

据民政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统计，2019
年全年，全国共有 108.76 亿人次
点击、 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
比 2018 年增长了 28.6%。 在腾讯
公益平台举办的 2019 年 99 公益
日活动中，短短三天时间就创下
了 4800 多万捐款人次、17.8 亿元
捐款的新纪录。

而在筹款数额增长和公益
行为捐助成为一种常态的今天，
行为捐助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
概念———捐点赞、捐爱心等行为
都是网民在表达对机构和项目
的支持。

疫情不仅改变了民众的捐赠
行为， 也改变了公益机构的工作
行为， 更改变了社会的发展形
态———线上沟通、移动办公、无人
售票、预约服务等已经成为习惯。

有专家认为，公益组织渡过

疫情至少应该掌握好三种节奏：
第一，生存下来；第二，提升能
力；第三，在互联网公益快速发
展中能够尽快转型和提升。

有公益机构就表示，将会继
续加大与资助型基金会合作，参
与包括 99 公益日在内的网络募
捐活动，进一步利用好互联网募
款优势，提升项目有效性，降本
增效，努力活下去。

在公益组织“自救”的同时，
一些互联网公益机构也正在为
公益组织赋能，共同面对疫情后
时代的挑战。

互联网正在开放平台，将数
字化工具授予公益组织使用，针
对公益机构推出定制化小程序
服务、可视化数据服务，让其经
营自己项目和用户同时，拥有精
准化的经营底层能力。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
燄认为，机构应该加强公益平台
技术能力，提升数字化水准。

“以前我们在做信息化，现
在疫情之后要加快做数字化。 希
望培养公益机构使用线上工具
个性化小程序募款，使用公众账
号交流， 使用视频号直播‘带
货’。 公益机构快速掌握这些技
能，才能够和网民进行交流和沟
通。 ”葛燄说。

掌握信息化技能知识其一，
处理数据能力也同等重要。

葛燄表示，数字化能力不仅
是互联网平台上的数据，更多是
公益组织自己具备的数据能力。
找到数据，通过挖掘知道什么样
的服务能够被用户和网民接受，
什么样的模式能够聚拢一批爱
心。 针对公益机构数字化解决方
案包括对外沟通、底层数字化能
力提升、 诚信体系区块链建设
等，让公益组织跟商业企业一样
具备数字化能力。

技术赋能

社会事业发展是一个系统
工程，公益慈善组织要推动社会
发展， 就离不开社会资源的调
动，尤其是企业的参与，共同打
造公益生态圈。

2007 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在成立之初， 就将利用技术驱
动公益与企业联动作为一个重要
融合点，除了每年 99 公益日深入
将公益慈善组织和企业打通外，
更通过诸如微信捐步企业联动、
企业一起捐平台等产品能力，充
分调动企业参与公益的热情，降
低企业参与公益的门槛。

抗疫期间， 腾讯设立的 15
亿专项“抗疫基金”和 1 亿美元

“全球战疫基金”中，除去医疗物
资救助、 科学研发等专项投入
外，还专门设立了 2 亿元资金给
到服务商和开发者，并开放腾讯
自身的技术资源与研发能力，鼓
励和支持帮助他们为政府部门、
医疗机构公益慈善机构等快速
开发疫情服务小程序，解决民生
和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痛点。

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家开发
机构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进行
公益小程序的开发。

腾讯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
长孙懿表示，下半年腾讯公益将
依托小程序和企业微信两大平
台，为上千家公益组织定制化开
发提供支撑。

另外， 专注四种能力的培
养。第一，情景化产品能力。突出
公益机构项目所要获得的用户
群体需求；第二，产品创新能力。
培养公益机构对新技术、 新平
台、 新产品的拥抱和使用能力；
第三，公开透明能力。 引入区块
链，让用户对平台信任、安心；第
四，伙伴能力。 针对伙伴推出赋
能计划，助其成长。

信息化产生数据化，这使得
数据化具有独特的新价值。 公益
机构对于数据理解及运用实践
将是下一步的关键。 同时，公益
机构治理能力提升也是关键。

孙懿表示，国内头部公募性
公益组织在互联网生态中起到
带动作用，应该影响更多的社会
组织做数字化转型，在疫情后时
代积极拥抱变化。

据悉，已经举办三届的中国
互联网公益峰会，今年特别设置
了“你的名字，我们记得”致敬环
节，向疫情期间在腾讯公益平台
上进行爱心捐助的 1200 多万爱
心网友致敬，北京、上海、武汉和
重庆等地的城市大屏都被这些
无名网友“霸屏”。

疫情带来挑战，但唯有直面
变化、化挑战为机遇的公益组织，
才能在这场战斗后迎来曙光。

疫情中，一些公益组织坚持开展线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