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3 日下午，2020 年 99 公
益日在武汉宣布启动。

与往届相比， 本届 99 公益日参
与方式有哪些不同？ 针对‘刷单’、‘套
捐’、金融诈骗等不合规操作，腾讯有
哪些应对？ 在这场‘99大战’中，随着
全国各地慈善总会的加入，民间公益
组织‘争夺’资源的优势被逐渐削弱，
腾讯对民间组织是否有激励或扶持？
针对以上问题，《公益时报》记者对腾
讯公益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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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如何避免违规操作？

腾讯：将实施“小黑屋”策略
腾讯实施“小黑屋”策略

在启动仪式上，腾讯方面透
露了以下几方面重要信息：

一、对于“刷单”、“套捐”、金
融诈骗等违规操作，腾讯将推出
“小黑屋”策略；

二、玩法升级，多渠道破圈。
今年的“小红花”玩法更侧重用
户的体验感 ， 将推出公益消费
券 、订制接龙 、伯乐码 、直播公
益、“自媒体合伙人计划”……将
公益融进战疫、消费、文创、社交
等日常场景。 此外，30 家爱心企
业将参与深度联动；

三、 腾讯将投入 2.9999 亿
元的项目配捐和 1 亿元非定向
配捐；

四、加大激励 ，助力线上线
下互动。 今年 99 公益日将提供
1000 万元非限定性激励金、7 亿
曝光人次的线上广告金激励、超
100 万件线下小红花物料，支持
直播、微信公众号、爱豆公益等；

五、将通过区块链技术提高
筹款项目的透明度。

从首届活动至今，99 公益
日在前行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挑
战，“刷单”、“套捐” 等质疑声不
断，针对这些违规操作，新上任
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葛燄表示，“我们的态度是‘零容
忍’”。

做业务出身的葛燄于今年
疫情期间加入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她对数据的观察既敏感又
重视。 据葛燄透露，腾讯内部成
立了防刷单、防金融诈骗的安全
和内控团队， 将在 99 公益日三
天全程盯数据。

葛燄告诉记者， 针对今年的
违规操作，腾讯将实施“小黑屋”
策略。“如果我们的安全和内控团
队在系统上发现有违规行为，一
经查实将立即取消其参与 99 公
益日资格，并计入失信黑名单，将
其机构及项目关进‘小黑屋’。 ”

为避免违规操作， 在今年
99 公益日捐款过程中将增加验
证码的输入，用手机号获取验证
码这一操作将进一步提升违规
难度。

今年， 所有在 99 公益日期
间参与筹款项目的进展披露都
将应用区块链技术，在加大透明
力度的同时， 还将实现可溯源、
可回查、不可随意更改、数据信
息全程可追踪。葛燄表示：“区块
链可以让公益更透明，可以有效
规避‘数据有篡改’这类情况发
生。 ”

为了营造更加良好的 99 公
益日捐赠秩序，9 月 5 日， 腾讯
公益还紧急发布了“关于维护
99 公益日良好捐赠秩序的声
明”，声明中强调：

1. 对于挪用公益机构自有
资金，为项目捐款并套取配捐；

2. 通过 第 三方 机 构 找 水
军，将大笔金额“化整为零”后发
放，进行多人多次捐赠 ，谋求配
捐“收益”的最大化；

3. 利用黑科技手段， 通过
机器刷单的形式套取配捐；

4. 通过 金 融借 贷 平 台 借
款，为项目捐款并套取配捐。

一旦发现以上任一情况，腾
讯将取消公益机构在腾讯公益
平台的筹款资格 、99 公益日参
与资格， 并计入失信黑名单；并
撤回公益项目本次在腾讯公益
平台所获得的所有配捐与激励。

除了运用各种防范技术去
应对违规操作外，腾讯集团市场
公关部总经理、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副秘书长张军坦言：“我们
必须要认识到大机构确实具有
很强的线下动员能力，即使没有
‘刷单’的情况出现，他们获取资
源的能力也比很多小型机构强，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 因
此，我们正在尝试让公益具有公
平性。 ”

“规模大、动员能力强的这部
分机构， 即使没有配捐就已经可
以获得资源。 如何将资源平均分
配给更多‘毛细血管式’的机构，
是我们正在尝试的。 ”张军说。

葛燄表示， 今年 99 公益日
将有上千场公益直播，公众可以
在直播过程中直接参与捐款或
进行爱心回礼等互动，这些直播
将全部给到那些小而美的项目，
让更多人了解并支持这些小而
美的项目。

此外，在葛燄看来，很多机
构可能还是将获取配捐作为唯
一的目的， 而非将传播项目、传
播爱心作为重点，这也是腾讯一
直在考虑并努力改进的方面。

因此， 在今年的小红花翻倍
活动中，除了基础配捐，更加鼓励
将捐助的项目推荐至朋友圈，链
接更多朋友助力捐献小红花，并
参与到项目中来。“我们希望有更
多 1 元、2 元助力捐献小红花的
人， 这样项目才能得到更多人的
关注。 今年大家可能会觉得拿到
配捐不再那么容易， 但这是我们
不断在改进的尝试。 ”葛燄说。

再投 2 亿元鼓励合规

本届 99 公益日来临前，腾
讯公益反复强调要透明合规、诚
实守信。

此前，各地政府“行政动员
筹款”的做法，被不少人认为有
失公平，更有人指出有“以权谋
捐”的嫌疑。

为此，8 月 24 日腾讯联合
190余家主流公益机构联合签署
并发布了《99公益日透明守信共
建公约》，鼓励所有参与 99 公益
日的伙伴承诺以符合透明合规、
诚实守信的方式开展筹款、信息
披露等工作。 该公约提倡尊重捐
赠人自主捐赠的意愿，在筹款过
程中不得强迫他人捐赠等不当
行为，并制定有效的举报与惩罚
机制以规范团队的筹款行为。

对于这些署名的机构，腾讯
希望他们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承
诺，能够同腾讯一起携手构建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

为鼓励 99 公益日期间更多
机构能够规范守信、 透明合规，9
月 6日下午，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宣布，从 15亿元战疫基金中拿
出 2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公益组织
渡过疫情难关，获得长足发展。

据腾讯公关部工作人员介
绍，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将重点
关注并优先考虑在 2020年 99公
益日期间， 积极进行互联网公益
实践、表现优秀、行为规范、遵守
《99公益日透明守信共建公约》的
公益组织，即积极动员爱心公众、

社群、企业等社会力量支持公益、
积极探索线上传播方式进行公众
倡导传播公益议题与理念、 打造
创意创新互动激发公众参与公益
的热情的公益组织。 与此同时，助
力公益生态伙伴在遭遇疫情挑战
后“重回正轨”。

尝试多渠道“破圈”

在葛燄看来， 今年的 99 公
益日相较往年有一些显著变化，
主要体现在：

第一，捐赠群体呈年轻化态
势，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慈善爱
心的队伍中；

第二， 参与 99 公益日的方
式越来越多元化；

第三， 通过区块链技术，让
所有筹款项目“上链”，加大透明
度的同时，可溯源、可回查、不可
随意更改， 数据信息全程可追
踪；

第四，企业的参与度越来越
高， 除了企业参与到配捐外，还
有一部分企业将平台进行开放，
例如快手、B 站、拼多多等。

相比于往年，今年集小红花
的操作似乎更加简单一些。捐赠
者在捐赠后会被自动引导到相
应界面，不再需要答题、输入评
论等手动操作，捐一元或给好友
点赞即可获得小红花。

不同的是，今年小红花配捐
的力度将有所提升。用户在基础
配捐的基础上， 邀请 10-25 位
好友参与集小红花活动、 集满
299 朵， 可以获得随机 3 至 10
倍的翻倍配捐。

相较往年， 今年 99 公益日
企业的参与度更高，企业除了参
与配捐外，腾讯为其设计了公益
消费券、定制接龙和伯乐码等工
具。 企业可以发放公益消费券，
当消费者捐款后，领取公益消费
券可用于消费时抵扣现金。

与此同时， 腾讯将旗下 27
条业务线资源进行开放，如微信
支付、微信视频号、腾讯新闻、腾
讯视频、 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
QQ、看点、腾讯云等。

除了参与到配捐外，部分企
业还将平台进行开放，腾讯音乐

娱乐集团、阅文集团、南方电网、
广汽集团、 长隆集团、 快手、B
站、京东、拼多多、VIPKID 等企
业将开发具有品牌特色的公益
玩法。

例如阅文集团旗下的网络
文学作家给乡村儿童写信，为他
们解疑答惑、加油点赞。 信件结
集成的电子书《写给小朋友的
信》将在 QQ 阅读发行，并开放
爱心捐助和和阅读打赏的途径，
让读者与作家、平台一块参与到
99 公益日中来。

在玩法上，腾讯今年似乎更
加注重让 99 公益日“破圈”。

在千余场公益直播外，今年
99 公益日， 创作者可以通过公
众号与腾讯公益平台联动绑定，
结合粉丝的兴趣创作独具特色
的公益图文信息。用户在阅读的
同时还可以一键捐赠。

葛燄认为，公益的生命力需
要年轻一代的激情。 因此，在 99
公益日期间，将有 120 多家粉丝
团发起专属自家“爱豆”的定制
接龙。筹款金额最快和最终筹款
最多的粉丝团，将获得腾讯平台
的曝光资源。

“一起捐”是腾讯为 99 公益
日所设计的，是基于社交关系链
的募款模式，用户可定制自己的
公益任务， 在朋友圈完成劝募。
此前，腾讯更多地动员企业使用
这一筹款工具，发动员工、相关
方进行捐赠，而今年，腾讯觉得
发动自媒体，并联动各方网友是
个更棒的创意。

于是，在今年的 99 期间，腾
讯公益平台联合几千家各类型
公众号，发起了“自媒体合伙人
计划”， 以一对一的方式认领公
益项目。招募百家自媒体大号在
99 公益日期间以“结对”的方式
为公益机构“带货”。

据腾讯方面反馈，大部分应
征的自媒体对帮助公益机构筹
款这一新尝试感兴趣，有近百家
自媒体同心仪的公益机构对接、
采访，并策划“一起捐”的细节。
目前，超过 100 个公益项目参与
到“自媒体合伙人计划”中，占比
最多的是“儿童、老人、扶贫”相
关的项目。

““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