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 不少公益组织
业务遭遇冲击， 尤其线下业务
下降明显， 一些靠提供线下服
务获得大部分收益的公益组织
甚至直接停摆。

公益慈善组织如何摆脱困
境？ 民间助力，尤其是互联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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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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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增
长了 68%。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
燄认为， 公益组织应该加强技
术能力，提升数字化水平，学会
通过数据分析， 了解怎样的服
务能够被用户和网民接受 ，怎
样的模式能够聚拢爱心。

为了提升公益组织的数字
化水平， 据腾讯慈善基金会执
行秘书长孙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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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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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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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挑战
公益组织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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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人群不能聚集， 组织形式及执行
效果受到影响， 项目实施被迫推
迟。但在项目延期期间，机构人员
成本却在持续产生。

巴渝公益负责人郑建对《公
益时报》记者表示：“人群不能聚
集，项目无法开展。 但任务却是
确定的，人员及其他成本都是固
定在支出。 ”

巴渝公益还只是疫情中受到
波及的诸多社会组织中的一家。

上半年，北京德清公益基金
会计划开展的近百场线下公益
活动全部取消，这是一家以公益
方式关心支持中国乡村中小学
合唱艺术及音乐教育普及和发
展的公益组织，其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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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专注于提供心
智障碍儿童服务的公益机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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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租租金未缴，若逾期不缴纳欠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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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家机构显著特征均
为执行型公益机构，以线下项目
为主要开展方式，一些项目也只
能在通过线下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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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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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巴渝公益运营的项目
中，公众教育、线下培训、志愿服
务等在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后
正逐步有序展开。 郑建觉得，这
些项目互联网还不能完全替代，
只能是作为有益补充。

郑建坦言，将线下项目完全
转变线上，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还
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每年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
日，巴渝公益与重庆某区合作进
行主题科普讲座，学校集中线上
收看，这样的线上活动需要政府

参与调动资源，协调学校、网络
对接、媒体倡导等，如果完全由
公益组织来实施，将会是一个很
大的成本。

公益组织专业化程度不是
太强，机构养不了专家，只能每
次聘用。 如果将这些专家资源、
讲授内容全部转化到网络，比如
抖音或其他新媒体上，传播效果
肯定不一般，但这背后需要一个
很大团队来支撑———选题、策
划、制作都需要人手，这无疑增
加机构成本。

早期，专注于服务公益组织
信息化解决方案的提供方灵析
开始推出被公益组织免费使用
的软件， 巴渝公益也积极尝试，
随着使用的深入，如果想用更多
功能就得花钱，不用的话，机构
又已经培养了自己的用户意识，
这让郑建有些两难。

郑建觉得，BAT 等互联网服
务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要转变成
需求化产品不容易， 很多服务在
前期或低阶段不付费，但上到中、
高阶段就需要收费， 但这块对于
公益组织究竟值不值需要研究。

一家互联网机构曾为巴渝
公益提供网络平台系统服务，主
要为其搭建网站，搭建完毕后互
联网一方人员不再介入并完全
交给公益组织打理，这让公益组
织运维成本大增。

“互联网机构支持我们网站
建设时，正好巴渝公益里有个志
愿者本身就是技术员，可以帮机
构维护系统。 如果公益组织没有
这个技术员，聘用一个那成本就
上来了。 ”郑建说。

网站需要专人维护，互联网
给公益组织赋能是好事，但公益
组织派员学习开发运维，却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一句话，99 公益日培训，并
非培训就能筹到款，都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郑建说。

如今， 疫情防控常态化，即

便互联网使用带来成本的增加，
但郑建还是愿意尝试。

最近，巴渝公益就将垃圾分
类做成电子课件并研发产品化
教具，把公众教育由线下转变线
上， 开展志愿服务网络化等，在
知识产品化道路上探索，通过互
联网传播起到事半功倍效果。

“网络化端，我们想做成收
入的增量，开源节流，让收入多
元化。 ”郑建说。

数字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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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收获了良好
的效果，也让数字化公益更多的
吸引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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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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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化工具给到公益组织使用。 针
对公益机构推出定制化小程序
服务，让公益组织用到可视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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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构建及维护自家
小程序及一些互联网工具的能
力（特别是腾讯为其赋能的小程
序）， 并能够应用这些把手段精
准维护客户及其他相关方。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
燄认为， 机构应该加强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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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信息化技能只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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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挖掘知道怎样的
服务能够被用户和网民接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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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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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两大平台， 专注四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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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情景化产品能力。 公益机构项目
要获得哪部分用户支持。 第二，
产品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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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伙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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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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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人群不能聚集， 组织形式及执行
效果受到影响， 项目实施被迫推
迟。但在项目延期期间，机构人员
成本却在持续产生。

巴渝公益负责人郑建对《公
益时报》记者表示：“人群不能聚
集，项目无法开展。 但任务却是
确定的，人员及其他成本都是固
定在支出。 ”

巴渝公益还只是疫情中受到
波及的诸多社会组织中的一家。

上半年，北京德清公益基金
会计划开展的近百场线下公益
活动全部取消，这是一家以公益
方式关心支持中国乡村中小学
合唱艺术及音乐教育普及和发
展的公益组织，其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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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专注于提供心
智障碍儿童服务的公益机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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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租租金未缴，若逾期不缴纳欠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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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家机构显著特征均
为执行型公益机构，以线下项目
为主要开展方式，一些项目也只
能在通过线下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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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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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巴渝公益运营的项目
中，公众教育、线下培训、志愿服
务等在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后
正逐步有序展开。 郑建觉得，这
些项目互联网还不能完全替代，
只能是作为有益补充。

郑建坦言，将线下项目完全
转变线上，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还
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每年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
日，巴渝公益与重庆某区合作进
行主题科普讲座，学校集中线上
收看，这样的线上活动需要政府

参与调动资源，协调学校、网络
对接、媒体倡导等，如果完全由
公益组织来实施，将会是一个很
大的成本。

公益组织专业化程度不是
太强，机构养不了专家，只能每
次聘用。 如果将这些专家资源、
讲授内容全部转化到网络，比如
抖音或其他新媒体上，传播效果
肯定不一般，但这背后需要一个
很大团队来支撑———选题、策
划、制作都需要人手，这无疑增
加机构成本。

早期，专注于服务公益组织
信息化解决方案的提供方灵析
开始推出被公益组织免费使用
的软件， 巴渝公益也积极尝试，
随着使用的深入，如果想用更多
功能就得花钱，不用的话，机构
又已经培养了自己的用户意识，
这让郑建有些两难。

郑建觉得，BAT 等互联网服
务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要转变成
需求化产品不容易， 很多服务在
前期或低阶段不付费，但上到中、
高阶段就需要收费， 但这块对于
公益组织究竟值不值需要研究。

一家互联网机构曾为巴渝
公益提供网络平台系统服务，主
要为其搭建网站，搭建完毕后互
联网一方人员不再介入并完全
交给公益组织打理，这让公益组
织运维成本大增。

“互联网机构支持我们网站
建设时，正好巴渝公益里有个志
愿者本身就是技术员，可以帮机
构维护系统。 如果公益组织没有
这个技术员，聘用一个那成本就
上来了。 ”郑建说。

网站需要专人维护，互联网
给公益组织赋能是好事，但公益
组织派员学习开发运维，却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一句话，99 公益日培训，并
非培训就能筹到款，都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郑建说。

如今， 疫情防控常态化，即

便互联网使用带来成本的增加，
但郑建还是愿意尝试。

最近，巴渝公益就将垃圾分
类做成电子课件并研发产品化
教具，把公众教育由线下转变线
上， 开展志愿服务网络化等，在
知识产品化道路上探索，通过互
联网传播起到事半功倍效果。

“网络化端，我们想做成收
入的增量，开源节流，让收入多
元化。 ”郑建说。

数字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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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收获了良好
的效果，也让数字化公益更多的
吸引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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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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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化工具给到公益组织使用。 针
对公益机构推出定制化小程序
服务，让公益组织用到可视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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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构建及维护自家
小程序及一些互联网工具的能
力（特别是腾讯为其赋能的小程
序）， 并能够应用这些把手段精
准维护客户及其他相关方。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
燄认为， 机构应该加强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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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信息化技能只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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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挖掘知道怎样的
服务能够被用户和网民接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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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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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两大平台， 专注四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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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情景化产品能力。 公益机构项目
要获得哪部分用户支持。 第二，
产品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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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伙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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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