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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

随着互联网公开募捐的发
展，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支
付宝公益等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
的视野中。 但究竟什么是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很多人并没
有清晰的认知。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
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
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
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
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依据这一规定，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的使用者是慈善
组织（需经过法定流程申请登记
或认证）。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
我国已有慈善组织近 8000 家。

慈善组织使用平台是要发
布自己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前提是慈善组织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需依照法定程序获
得）。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我国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超过 3000 家。

目前，我国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共 20 家。2019 年，这 20
家平台全年为全国公募慈善组
织发布互联网募捐信息 2.3 万
条，累计获得超过百亿人次的关
注和参与，网络募捐总额超过 54
亿元，同比 2018 年增长 70.4%。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如何为这些慈善组织提供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呢？

为了维护捐赠人、受益人和
慈善组织等慈善活动参与主体
的合法权益，民政部起草了慈善
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基本技术规范》《基本管理规
范》两项行业标准，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对外公布。

《基本技术规范》规定了平
台在性能、功能、安全、运维等方
面的要求。《基本管理规范》规定
了平台在指定、运行、服务、监管
等方面的要求。

尤其是其中关于运行的部
分，在对象选择、信息展示、信息
管理、资金管理、风险管理、对捐
赠人慈善组织的服务、 隐私保

护、公益性和行业责任等方面都
提出了细化要求。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如何产生？

平台如何产生？ 根据《慈善
法》的规定，应该是国务院民政
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平台。

在统一还是指定上，民政部保
持了开放的态度， 最终选择了指
定。这意味着，一方面，要解决如何
指定的问题;一方面按照谁指定谁
负责的原则，要解决指定后如何监
管的问题（包括如何退出）。

《慈善法》是 2016 年 3 月通
过的，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
施。 民政部需要在 3 月至 9 月这
段时间指定出一批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

2016 年 7 月 20 日，《民政部
办公厅关于遴选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对
外发布， 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循
序渐进，公开透明、自愿申请，分
批考察、择优指定的原则进行批
次遴选。

以遴选的方式指定，民政部
再次保持了较为开放的态度。

符合《通知》提出的五项要
求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
办的提供慈善募捐信息发布服
务的信息平台都可以申请。

在收到 49 家平台的申请
后，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民政部组织民政部门和网信部
门代表、社会组织领域代表或专
家、互联网领域专家、新闻传媒
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通过此次遴选的探索，结合
平台产生后的具体实践 ，2017
年，民政部推进了平台管理的规
范化工作。

2017 年 7 月 20 日， 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
本技术规范》《基本管理规范》两
项行业标准对外发布，并于 2017
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

《基本管理规范》不仅将遴
选这一方式以规范的方式予以
确认，而且回答了指定后如何监
管的问题。

遴选方面，《基本管理规范》
规定，平台申报方根据时限、要求

准备评审。 全国慈善工作主管部
门(民政部)统一受理申请后，组织
专家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公开、
公平、公正进行评估和遴选，按照
优中选优原则作出指定， 并向社
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监管方面，除了要求平台提交
年中报告、年度报告，接受质询、评
价、约谈之外，平台每半年要接受
全国慈善工作主管部门考核 1次。
考核未达标，或日常运营中出现违
规行为的，予以约谈、限期整改。 1
年内不达标或违规处理累计 2次，
或产生重大社会负面问题，或出现
重大网络安全事故的，取消指定，2
年之内不得重新申报。

在出台两项行业标准的基
础上，2018 年 1 月， 民政部启动
了第二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的遴选工作。

收集申报材料后， 民政部组
织第三方人员对照《基本技术规
范》进行了审查。 对通过形式审查
和技术测评的平台， 民政部按抽
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益
慈善领域专家、互联网领域专家、
慈善组织代表、新闻媒体代表、捐
赠人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 对通
过形式审查和技术测评的平台进
行现场答辩和公开评审。

评审委员会依据打分结果
和排名，提出第二批平台建议指
定名单，提交民政部面向社会公
示。 最终产生了 9 家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发展得怎么样？

当前，共有 20 家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可为慈善组织提供募
捐信息发布服务。 4 年的时间过
去了，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发展
的怎么样呢？

2017 年年中，根据两项行业
标准， 平台首次提交了运营报
告。 据统计，2017 年 1-6 月，13
家指定平台共为全国两百多家
公募慈善组织及其合作机构发
布募捐信息超过 1 万条。 总筹款
额超过 7.5 亿元， 共有 4.65 亿次
网民在线捐赠。

2018 年，20 家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共为全国 1400 余家公募

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 2.1万条，
网民点击、 关注和参与超过 84.6
亿人次， 募集善款总额超过 31.7
亿元，同比 2017年增长 26.8%。

慈善组织通过腾讯公益募款
17.25 亿元、 支付宝公益募款 6.7
亿元、 阿里巴巴公益募款 4.4 亿
元，通过新浪微公益、京东公益、
公益宝、新华公益、轻松公益、联
劝网、广益联募、美团公益、水滴
公益等平台， 募款金额均达千万
元级。

在 2020 年 7 月举行的 2020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通过视
频致辞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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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各平台
强化信息公开、在线投诉举报功
能，进行了区块链、“冷静器”、财
务披露组件等一系列技术和管
理创新。 相关平台立足自身特色
和优势，为中小型慈善组织能力
建设提供支撑，包括提供平台入
驻、咨询、培训、辅导，以及技术、
资金、传播等方面的支持。

稳步放宽范围
第三批平台开始遴选

2018 年底，根据《民政部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 民政部新成立了慈善事业
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的管理工作由民
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转移到慈
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2019 年 8 月 20 日， 慈善事
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在河北雄
安新区召开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工作座谈会，并持续开展
了巡检考核等工作。

在新的主管职能部门的推
动下， 平台保持了健康发展，互
联网慈善已经成为慈善事业新
的重要增长点。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
抗击新冠肺炎的工作中，全国各
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筹集
捐赠资金 396.27 亿元，捐赠物资
10.9 亿件。 互联网捐赠超过 4200

万人次。
在互联网公开募捐总额和

参与人次不断增长的同时，慈善
组织的数量也在增加。 据民政部
的数据，截至 9 月底，全国登记
认定慈善组织 7825 个，净资产规
模超过 1900 亿元。

为加强互联网技术在慈善
领域的运用，支持慈善组织在更
大范围依法开展互联网募捐信
息发布，近日，民政部启动了第
三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遴选工作。

《通知》显示，此次遴选遵循
“自愿申请、公开透明，依法依规、
优中选优”的原则，拟通过遴选指
定平台不超过 10家。这是对慈善
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发展需求的
回应，也避免了“一管就死”“一放
就乱”等情况的出现。

申报截止日期为 12 月 10
日。 申报材料包括：1.《慈善组织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申报
表》;2.平台情况汇编，包括平台
资质、信用状况、用户规模、硬件
条件、网络安全、团队构成、模拟
页面、功能定位、流程设计、风险
防范、资金保障、服务承诺、影响
力和代表性、特色模式、佐证材
料、 与主营业务结合的方案、过
往参与公益情况等。

收到申报材料后，民政部将
首先进行形式审查和技术测评，
然后进行公众评价，再进行现场
评审答辩。

与前两批平台的遴选不同，
本次遴选新增了公众评价环节。
民政部将通过开放网络评价的
方式，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评价。
这一环节的设置进一步增加了
平台遴选的开放性和公开性。

评审委员会将依据两项行
业标准，并结合参评平台的申报
材料、现场答辩情况、公众评价
进行打分和排名，提出第三批平
台建议指定名单。

民政部将拟指定名单面向
社会公示，根据公示情况，民政
部确定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名单，并向社
会公布。

最终，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将花落谁
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三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开始遴选
指定范围稳步放宽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关于遴选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对外发布。《通知》提出，依

据《慈善法》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民政部
决定启动第三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遴选工作。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是《慈善法》的产物。 《慈善法》规
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
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

根据《慈善法》的规定，指定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成为
民政部的法定职责。为了履行这一法定职责，在《慈善法》通过 4
个月后，2016 年 7 月， 民政部启动了平台遴选工作。 2018 年 1
月，民政部启动了第二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遴选工作。

时隔两年后，民政部再次启动平台遴选工作，继续稳步放
宽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指定范围，这是对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发展需求的回应，同时防止了‘一管就死’‘一放就
乱’等情况的出现。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