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20 年 9 月 9 日 24 时，第 6 个 99 公益日正
式结束。

根据腾讯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 本次 99 公益日
总共募得善款达到了 30.44亿元， 有 5780万人次爱
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 23.2亿元， 另有
爱心企业配捐 3.24 亿元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配捐
3.9999 亿元； 互动人次更高达 18.99 亿， 是去年的
2.15倍。

从 2015 年首届开始，6 年间，99 公益日在发展
中经历着阵痛与挑战后日趋成熟。 6 年间，在配捐资
金逐年趋稳之下，用户捐赠和企业配捐金额却持续大
幅上升。 理性公益、科技向善激发着‘人心
向善’。

当前，99 公益日正从公益组织到企
业、从企业到慈善会、从慈善会到媒体的全链条
方式入场，让公益资源链接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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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腾讯方面介绍， 今年 99 公益日
已有近 10000 家公益机构、 近 10000 个
公益项目参与在线募捐，超过 10000 家
爱心企业参与配捐和互动。

从 2015 年至 2020 年六届 99 公
益日的数据来看，配捐金额缓慢增长，
却带动用户捐赠金额、 配捐企业数量
成倍增长，势头迅猛。筹款核心策略的
变化也让参与用户、 机构获得多样化

体验，黏性增强。
《公益时报》记者统计了共 6 年的

99 公益日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数据较
为抢眼。

六年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配捐
资金逐年依次为 0.9999 亿元、1.9999 亿
元、2.9999 亿元、3.9999 亿元、3.9999 亿
元、3.9999 亿元， 而用户捐赠额逐渐依
次为 1.27 亿元、3.05 亿元、8.16 亿元、

8.33 亿元、17.83 亿元、30.44 亿元。
其中，2018 年至 2020 年，这一配捐

金额均为 3.9999 亿元，在配捐资金不变
的情况下，用户捐赠金额和配捐企业数
量仍呈现大幅上升趋势。

根据 99 公益日数据显示， 本届 99
公益日互动人次高达 18.99 亿， 是去年
的 2.15 倍；5780 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
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 23.2 亿元，加上爱
心企业的 3.24 亿元配捐和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提供的 3.9999 亿元配捐，本次
99 公益日总共募得善款达到了 30.44
亿元。

在数据稳步增长之外， 今年 99 公
益日的捐款构成也非常值得关注，小额
捐赠用户占比大幅上升，更多公益项目
获得关注和资源支持。 此外，更多创新、
高效的公益项目也涌现出来，互联网公
益的生态更加丰富多元化。

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师曾志表示，99 公益日最
重要是让行业外的群体认识到了公益
的理念， 知晓公益在社会上存在的意
义。 如企业等各类组织机构，越来越多
地愿意自发从事公益，而个人则越来越
觉得公益是一种自我选择、一种人生活
方式。

师曾志觉得，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
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能动性， 人们靠情
感、靠彼此的认同与信任，表达了帮助
他人的意愿，也给了自己得到满足的可
能性。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表示：“99 公益日的
着力点，不在于三天的数字、三天的文
案和三天的激情投入，而在于对生态效
率的追求。 ”

99 公益日六年进阶路
让公众更懂公益，让社会“有机团结”

9 月 7 日 9 时， 本届公益日启动，
腾 讯 公 益 慈 善 基 金 会 当 日 拿 出
99,999,999 元参与配捐，约 40 分钟，当
天配捐金额就已消耗完毕。 当日 21
时， 腾讯 99 公益日页面数据显示，捐
款 人 次 为 19,267,639， 捐 款 金 额
817,728,385 元 ， 公 众 互 动 量
249,714,605 次。

《公益时报》记者观察到，慈善会
系统在 99 公益日首日表现极为抢眼，
无论从公众捐赠还是筹款进度均有不
错表现。

如，江西省慈善总会的“善济江
西脱贫攻坚”项目，截至当日 21 时已
筹集公众捐款 1639246.57 元，有 1853
份公众捐款记录；江苏省慈善总会的

“精准扶贫与爱同行” 项目———2020
苏州慈善一日捐， 截至当日 21 时已
筹 集 公 众 捐 款 1143304.21 元 ， 有
11548 份公众捐款记录， 其中公众大

额捐赠偏多， 单笔捐赠金额在 50 元
以下的较少。

也有一些慈善会系统机构， 捐赠
量偏小。

如， 重庆市慈善总会发起并执行
的“巴渝助老扶贫”项目公众筹款目标
为 10500000 元， 截至当日 21 时仅收
到捐款 1106649.3 元， 筹款进度仅为
10.54%， 虽共有多达 49216 份公众捐
款记录，但从每笔捐赠金额来看，均为
小额，大多在 10 元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9 月 7 日 20 时，99
公益日联合团队通过腾讯公益官方微
信发布“99 公益日重要通知：明日起将
限定捐赠金额”。 通知表示，腾讯公益
平台对明日的募捐活动做出以下调
整：1.次日上午 9 点开始，每位用户每
次捐赠的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元。2.该
限额时段是否延长， 将视次日具体情
况而定。

《公益时报》记者首日通过手机端
登录腾讯公益页面观战 99 公益日，经
过长时间观察和捐赠测试，在 60 秒内
自测基本能完成 5 次捐赠， 而同一个
IP 在 60 秒内出现频次也低于 6 次，基
本杜绝了套捐、刷单等可能。

99 公益日从发起至今，历经 6 年，
在挑战中不断成长。 早期， 一些关于

“刷单”“套捐” 等方面的质疑不时传
出。对于违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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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葛燄透露，本次 99 公益日腾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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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燄表示，违规操作一经发现，腾
讯将实施“小黑屋”策略。 如果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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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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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操作，
进一步地加大了违规的难度。

2015 年 9 月 7 日，中国迎来首个
互联网公益日。

当天，腾讯联合全球数十家知名
企业、上百个公益组织、中国最顶尖
的创意机构、名人明星以及数亿网友
一起， 发起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
动———99 公益日。 通过移动互联网
化、社交化等创新手段，用轻松互动
的形式，发动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
民通过小额现金捐赠， 步数捐赠、声
音捐赠等行为，以轻量、便捷、快乐的
方式参与公益。

首个 99 公益日成功举办后，互
联网作为连接器和放大器的效应开
始显现，更多资源逐步聚拢，最初只
有上百个公益组织参与的项目，随着

项目发展公益组织参与数量逐年递
增，今年更是有上万家公益组织积极
参与。除了公益组织参与数量的激增
外， 企业参与数量也在逐步上升，更
多新玩法、新场景、新体验开始出现，
企业也开始利用各自
企业属性构建出符合
企业自身的公益产品。

在公益组织、企
业、慈善会、公众之外，
媒体的力量也一直被
纳入其中。

今年，公众号公益
充分释放了互动能量，
激发了更多公益热情。
从 9 月 7 日到 9 日，超

500 家公益机构，联动超 1000 家微信
公众号为 99 公益日助力。 其中，由
100 多家头部大号参与的“自媒体合
伙人计划” 创作公益图文并推送，累
计触达用户超 3 亿。

2018 年，“行为公益”一词逐
渐进入公众视野并发展迅速，人
们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付
出，以多元、创新和趣味化的方式
开始践行公益， 让公益融入日常
生活。

这一年，“腾讯公益·2018 行
为公益季”正式启动，以“走路就
是做公益”为主题，腾讯借助微信
运动和 QQ 运动的技术能力，号
召全民以“捐步”方式践行公益。
一时间，捐微笑、捐步数、捐时间
被各大机构普遍运用。

此时， 在互联网公益的倡导
下，“做公益” 已日趋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通过众多线上线下互动

模式，将公益元素嵌入到文创、生
活和消费细节中， 获得了广泛而
热烈的善意“回响”，也激发了更
多的善行善举。

今年 99 公益日则构筑起更
加丰富多元的场景供公众体验，
仅项目页面上就呈现有 13 款游
戏供体验者挑选， 而每个游戏的
背后又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公益故
事。 体验者通过参与游戏闯关、拇
指滑动之间就完成了公益善举，
让公益更贴近生活。

除了体验式互动的游戏外，
企业联动行为也表现突出。

凯迪拉克联动 300 家经销商
“一起捐”， 为重建 G7 公路沿线

额济纳绿洲生态而助力； 麦当劳
中国依托线下门店和麦当劳叔叔
之家， 给异地就医的患儿家庭提
供免费住宿及相关支持服务；喜
茶更是在全国范围送出 9 万个
99 爱心杯套，鼓励用户一边喝奶
茶一边做公益。

另外，直播公益让“一块做好
事”变得生动鲜活，充满参与感。
99 公益日期间， 超 700 家公益机
构，通过腾讯新闻、看点直播、微
视举办了近千场“为明天”主题的
公益直播，联动科学家、明星、学
者、艺术家、公益行业领袖等等进
行一系列公益倡导， 累计观看人
气近 2000 万。

以 99 公益日为
代表的互联网公益发
展， 因其用户参与机
制、 公开透明和竞争
机制，大受广大欢迎，
但发展之初阵痛也随
之显现，“套捐 ”“刷
单” 一时成为高频词
汇热词， 这让公益项
目的面临着考验，与
项目初心背道而驰。

2020 年 8 月 14
日， 腾讯发布新一版
的《99 公益日透明守
信共建公约》。 此公约
是腾讯联合 190 余家
主流公益机构联合发
布， 新版公约中增加
了许多条款。 第 4 条

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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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6 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宣布
拿出 2 亿元专项扶持基金， 优先扶持今
年 99 公益日期间表现优秀、行为规范、遵
守《99 公益日透明守信共建公约》的公益
组织，助力它们积极探索线上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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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助力生态效率的提升之外，腾讯还

将持续开放技术资源， 帮助参与 99 公益
日的伙伴全面提升透明度和数字化水平。

透明度是公益生态健康的基本指标，
是公益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石，先进技术的
运用将更好地助推项目发展。

腾讯方面介绍， 今年 99 公益日的全
部捐款项目，都获得了腾讯区块链的电子
认证。 这使得捐款过程的数据无法篡改、
不可伪造、可以追溯、公开透明，同时也有
效解决数据流通共享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今年 99 公益日将引入区块链技术提
高透明度，所有筹款项目都“上链”。 项目
披露在加大透明模板力度的同时，还将可
溯源、可回查、不可随意更改，数据信息全
程可追踪。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表
达着对区块链在公益应用上的信心。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腾讯平台上已
经成熟，比如区块链发票在税务领域的应
用。 区块链可以让公益更透明、更加技术
化。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数据有篡改’这种
问题。 ”

与此同时，“公益 SaaS 计划” 也在 99
公益日期间稳步推进，参与开源模式的机
构数将从目前的 50 家， 达到今年预定计
划的 100 家，帮助更多公益伙伴实现数字
化运营和管理。

“把对善的尊重与理解，融入一行行代
码、一个个产品、一项项服务。 ”葛燄说。

首日，99公益日开始约 40分钟时， 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的配捐即告罄， 但用户参与
热情依旧高涨。 截至当日 18时 35分，捐款人
次新增 1061万（总人次 1786万）、捐款金额新
增 1.66亿元（总捐款额 7.7亿元）， 公众互动
量/次增幅达 1.7亿（总互动量 2.09亿）。

公益的意义也不再仅止于配捐。
可以看到，通过 99 公益这种全民公益行

为，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被逐步引导到回归
初心上，通过 99 公益日连接到更多的爱心用
户，提升机构自身的组织动员能力，让公益
破圈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成为更多公益机构
的深度诉求。

今年 99 公益日还设置了公益游戏，约有
13 种游戏可供选择，企业参与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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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日共有 629 家企业参与 99 公益日配
捐。安踏集团、鲁宝厨业、惠普分别在 99 公益
日首日配捐 8150398.2 元 、2599937.6 元 、
2000000 元。

截至首日 21 时 30 分，本届 99 公益日全
国排行榜排名前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思源工
程扶贫基金会；地方排行榜重庆市慈善总会、
陕西省慈善协会、河南省慈善总会。

首日捐赠引发规则调整1.

2. 60 秒捐赠上限为 5 次

3. 公益意义不止于配捐

4. 资源链接有序进阶 5. 场景构筑行为公益

6. 技术赋能规避风险

7. 数字背后公益力量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