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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公益日”推全年实践
在多个重要时间节点形成公益日

从 3 天至全年

根据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规划，要把每年“99 公益日”从目
前的 3 天发展至全年，在全年中
重大节日进行体现。“春节”、“三
八妇女节”“5 月 20 日”“六一儿
童节”、“母亲节” 等重要节日都
将有“99 公益日”的参与。 同时，
还会带入更多腾讯及合作伙伴
的线上、线下资源，与公益伙伴
们共创公益日历。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介绍，
今年“99 公益日”为让公益伙伴
们提前对“99 公益日”工具与玩
法有更好的体验，腾讯将在 5 月
20 日当天开展一场配捐活动，让
公益伙伴提前感受“99 公益日”。

“全年所有时间点都会向公
益伙伴开放，只要有需要我们将
随时投入，任何策划活动都会有
专门团队服务。 ”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说。

每年“99 公益日”三天对于
公益机构来说， 会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有的公益机构会为了
有更好的筹款成绩， 用上全年
时间进行准备， 资源和精力的
投入和筹款效果是否成正比，有
待商榷。

与此同时， 腾讯方面在“99

公益日”在三天也会投入大量人
员、技术、资源等。 葛燄坦言，“99
公益日”多方都投入大量资源集
中于这 3 天，项目结束后很多资
源遭遇搁置， 这其实形成了浪
费。 应该让资源不再集中于“99
公益日”3 天，要常态化运行。

葛燄表示，“‘99 公益日’虽
只有 3 天，但腾讯会为此准备大
量服务器、云资源、技术人员配
备服务于项目，这背后有着大量
的成本。 在非项目时段并没有配
备这些数字化资源，仅有 3 天项
目结束，这些数字化资源无疑产
生浪费。 ”

“应该将数字化能力运用常
态化，公益产品也应该适应于常
态化，这对于公益伙伴机构参与
项目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常态
化需要。 ”葛燄说。

探索常态化运作

公益项目募款有着一定的
突发性和应激性， 在一些突发事
件中， 比如天灾募款效果尤为凸
显。 通过爆发性的节点能触达更
多人。 公益项目的爆发性节点越
多、知名度越高，参与人数和频次
就会越来越多， 募款规模也会越
来越大，聚集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但聚集效应不一定适合每

家机构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在没有“99 公益日”前，公益机构
的募款较为突出的时间节点大
多需要结合机构和项目本身在
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综合
因素来确定，一年中，可能就一
个节点， 也可能一个节点也没
有，也可能每天都是节点。

面对这种无规则的募款节
点，通过科技赋能变成常态化是
否更能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表示，
基于此，“99 公益日”可以加上多
个日常适合自己的节日，比如将

“99 公益日” 的配捐功能与月捐
结合，开辟“99 公益日”在月捐中
的专属配捐活动， 日常优化产
品，把“99 公益日”中使用的产
品和内容，比如“小红花”在日常
就供公益伙伴及公众线上使用，
这些都能增强“99公益日”在平
常的配捐因子，让“99 公益日”更
加稳定健康，持续得到用户关注
支持。

6 年间，“99 公益日”推出了
许多新玩法，期望找到“互联网+
筹款”的更好模式，效果明显，但
一些问题也显现。 一家公益伙伴
机构不能分配足够的时间精力
去维护捐赠人，一些已经取得捐
赠业绩就会出现后劲不足，进退
两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表示，
平台每年有超 4 亿人次的捐赠
行为，体量虽大，但持续捐赠占
比较小，用户一次性冲动捐赠行
为多，而国际上优秀机构持续性
捐赠占比可达 5 成或更高。

事实上，持续性捐赠的整体
回馈要比次捐用户大很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统计，
2020 年，全年月捐用户的整体回
馈率比次捐用户大 4 倍，移动端
开通月捐用户最长有 72 月（6
年）。 2021 年，腾讯公益方面将从
月捐产品突破，优化捐款人体验
闭环和机构劝募闭环。 一是引导
用户持续关注并支持公益；二是
让项目获得稳定、持续、健康的
筹款来源。

从单次捐到月捐

疫情给公益机构运营带来
挑战，不少公益机构认为在突发
状态下， 只有不断打磨项目，培
育长期捐赠人，才是支持机构长
期发展的关键。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公布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入驻腾讯
公益平台机构超过万家，平台项
目数突破 9 万。 2020 年平均每家
机构管理的用户数已经超万人，
部分机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

400 万，项目人数也是过万。
面对如此海量的用户，如何

更好地服务捐赠人成为了机构
的一大难点， 伴随着云计算、大
数据、AI 等技术的发展， 如何让
用户更便捷地参与项目，了解机
构，促进互信，使得整个生态更
加理性、透明、健康，成为腾讯公
益关注的重点。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表
示，将在月捐各个因子上发力。
将独立的月捐页面， 新增用户
量、金额、到期取消数据、月捐人
权益、捐赠人联系方式、标签、分
类、短信、邮件等展现给公益机
构， 让公益机构能够更好服务
于月捐人。

据介绍， 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在未来还将更加开放与机
构合作，开放数字化能力，开放
平台产品能力和运营能力，在
理解机构需求的基础上， 提供
机构数字化解决方案， 拟计划
成立技术发展基金，用于机构数
字化的扶持。

“接下来，我们将突破性的
升级月捐产品，加大对月捐项目
的支持力度，去实现可持续的良
性发展， 培育更多中层捐款者，
把捐款者发展成为志愿者，让其
成为项目长久发展的源动力。 ”
葛燄说。

� � 1 月 20 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2021 年新春沟通会披露，2020 年腾讯‘99 公
益日’期间，腾讯公益平台共完成筹款 23.2 亿元，捐款人次达 5780 万余次。

在非配捐时段 2020 年筹款额较 2019 年增长 46.8%，捐款人次增加 88.9%。
从 2015 年 9 月 9 日首个‘99 公益日’开始，该公益行动已经走过 6 个年头。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大量的捐赠，2021 年这种捐赠热情还能不能持续？ 公众募款
将面临更大挑战。

基金会表示 2021 年将把 ‘99 公益日 ’分布于全年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形成
公益日历 。 让数字科技与社会公益更快融合 ，‘99 公益日 ’的全年实践将成为一
种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