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起， 各地慈善会入
场， 成为 99 公益日公众动员的
新生力量。 随后几年，慈善会系
统的大步崛起，成了这波浪潮里
最突出的现象。

方德瑞信数据显示，今年有
超过 6870 万人次在 99 公益日期
间共计捐出 35.69 亿元。 易善数
据显示，2021 年全国 62 家慈善
会机构共筹得 18.27 亿元，以
18.5%的机构比例拿下了 99 公益
日 45.1%的筹款量。

2021 年 99 公益日期间，河
南省慈善总会募款 5.2 亿元（不
含企业配捐），全省有 13 个县募
款额突破千万元，在全国所有参
与机构中排名第一。

早在 2015 年，河南还没有县
级慈善会参与 99 公益日， 如今
有 179 个县级慈善会加入，项目
认知形成显著变化。

2018 年，河南省慈善总会成
立网络募捐与社会工作部，首次
参加 99 公益日募款 1000 余万
元。 此后，网络募款成了河南省
慈善总会的重要工作，付出与收
获对等，筹款额度持续攀升———
2019 年募款 8000 多万元，2020
年募款 2.5 亿元，2021 年募款 5.2
亿元。

与往年大多数人员前往基
层调研指导不同，今年河南 7·20
洪灾和疫情双重叠加，慈善会系
统人员大多投入到防洪、抗疫一
线， 这让 99 公益日推进难度增
加。 6 月至 8 月间，河南省慈善总
会两次召开 99 公益日部署和冲
刺动员视频会议， 推动项目开
展。 而相比来之不易的成绩，背
后付出更引人关注。

现有 24 名工作人员的河南
省慈善总会，99 公益亮眼成绩背
后有着怎样的思考？ 慈善会系统
抱团参与是否带有行政优势？ 巨
额筹款支出如何进行？ 筹款秘籍

究竟如何炼成？
日前，《公益时报》记者赴河

南郑州，专访河南省慈善总会副
会长董颍生。 董颍生表示：“全省
一盘棋，上下一起干，整体成合
力，效果一定佳。 ”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河南
慈善总会 “99 公益日 ”募款排名
全国第一？

董颍生 ：这应该归结为“四
个得益于”。 第一，得益于顺势而
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
全会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
财富分配格局。 2021 年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工作第十次会议提
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
富裕。 我们借助政策大势宣传推
动， 把 99 公益日活动提高到促
进实现共同富裕重大社会工程
的高度，这就有了政策引领。

第二， 得益于乡村振兴战
略。 2020 年党中央宣布脱贫攻坚
如期完成，今年全面进入乡村振
兴阶段， 河南省慈善总会 99 公
益日网络募捐项目就一个主
题———助力乡村振兴，以这件大
事为中心工作开展活动。

第三，得益于全省各级慈善
会坚强领导。 省慈善总会邓永俭
会长和各位会领导高度重视网
络募捐工作，把它作为新时代慈
善事业的创新之路和战略选择。
各级慈善会领导亲力亲为，积极
向党委政府汇报， 争取重视支
持。 很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带头
参加捐赠活动，借助党委政府宣
传动员之力、 示范带动之力，为
活动的开展提供有力保证。

第四， 得益于广大爱心单
位、爱心人士广泛参与。 2020 年，
河南省慈善总会 99 公益日项目
参与人数 612 万人次，2021 年达

到 1093 万人次。 爱心企业积极
参与配捐，实际企业配捐超 9000
万元。 活动结束捐款停止后，仍
有数千万元企业资金尚未配出，
可见参与者热情之高。

《公益时报》：7·20 河南洪灾
中，河南省慈善会系统已经募得
大量款物， 紧随其后开展 99 公
益日，是否担心募捐效果？

董颍生 ：有顾虑，担心洪灾
捐赠影响 99 公益日募款效果。
当时 7·20 河南洪灾募捐已超 40
亿元， 网络募款也已超 3 亿元。
面对这样的募捐热情，我们很担
心参与 99 公益日人数不多。 但
后来我们信心没有动摇，还特别
增加了灾后重建项目，最终效果
不错。 我认为，第一，洪灾捐款激
发了公众慈善热情，并转化到 99
公益日活动中。 第二，各级慈善
会在抗洪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彰显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形
成了党委政府对慈善工作更加
支持和重视的有利条件，洪灾不
但没有影响， 反而还促进了 99
公益日的募款效果。 第三，慈善
互助力量强，河南浚县、兰考、汝
州等地，因为自身受灾得到全国
人民帮助，在活动中爱心单位和
人士主动捐赠回报社会关心，这
些都是慈善互助的力量。

《公益时报》：你认为慈善会
系统在网络募捐活动中优势和
挑战有哪些？

董颍生 ：我认为，慈善会系
统参与网络募捐有五个优势、两
个挑战。

第一，组织优势。 河南省慈
善会系统各级组织非常健全。
省、市、县和多数乡（镇）、村，从
慈善总会、 协会到慈善工作站、
分站全部设立，五级慈善组织体
系全覆盖，形成联动高效的组织
优势。

第二，动员优势。 各级慈善
会依靠借助各级党委政府重视

支持，进行宣传动员，五级架构
深入基层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形
成强大的动员优势。

第三，引领优势。河南省慈善
总会属于综合型、 枢纽型慈善组
织，对当地慈善组织起到引领、指
导、协调作用。 99 公益日联动社
会机构、志愿者协会、草根组织一
块参与。 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优
势互补， 省慈善总会与其他机构
间是互动联合，并非竞争关系。

第四，项目优势。围绕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设置综合性项目。 今
年以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为主题，
离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最近，覆
盖面较广，群众认可度很高。

第五，信誉优势。 公众对慈
善总会信任度高。 各级慈善会在
民政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慈善
会领导班子成员大多都是从原
先党政部门领导岗位退下来的
老领导、老同志，政策观念、事业
心强，这为慈善会系统的信誉作
出保障。

当然， 我们也面临着双重
挑战。

第一，99公益日参与机构多，
慈善会系统也存在危机感， 要保
持发展态势，一刻都不能松懈。另
外，公众对网络募款关注度高，善
款募集及使用必须坚持依法依
规，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不发
生任何问题，这是另一重挑战。

《公益时报》：慈善会系统依
据自身属性参与网络募捐是一
种行政性募捐吗？

董颍生：这个问题很多人提
起过，我想表达三个观点。

第一，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理应
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 慈善
事业已经不仅是慈善会系统单
纯的业务工作，而是党和政府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开党委政
府的领导， 慈善事业不可能发
展，这是中国特色。 党委政府重
视了，党政领导起到示范带头作

用，老百姓参与也积极。
第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道

路还很长，慈善意识的普及推广
需要党委政府的声音，依靠主流
媒体宣传。

第三，“行政动员” 不等于
“行政摊派”。 动员的意思是让你
知道有这个活动，倡导你自愿参
加这个活动，捐不捐还在于群众
自己，并非必须捐。

《公益时报》：今年河南省慈
善总会除了自身四个项目外，共
计上线 1092 个项目，其他社会组
织如何参与进来？

董颍生：河南当地社会组织
应该整体开展活动，不应各自为
战、无序竞争。 如河南省商丘市
慈善总会经市文明办协调，就将
当地共青团、妇女发展基金会等
机构项目设置为慈善会系统子
项目，一起启动，一起合作，募捐
资金随项目分配使用， 有分有
合，不会造成资源浪费。

今年，由于洪灾、疫情双重
叠加， 与往年 99 公益日期间慈
善总会领导到基层调研指导不
同，只能通过在线视频会议方式
动员部署。 6 月及 8 月间，省慈善
总会两次召开视频动员会议，提
出三个联动要求：全省各级慈善
会联动， 与其他社会组织联动，
与有关部门联动， 形成整体动
员、人人参与、全民慈善的愿景。

设项目、搭台子、同募捐，这
是河南省慈善总会起到的作用。
慈善会系统提供公开募捐资质，
省、市、县三级慈善会分别邀约
该层级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慈善
会上项目，按照机构属地注册层
级参与到同级慈善会募款体系
中。 各级慈善总会提供完全免费
的培训服务，如项目设计、文案
撰写、筹款传播、财务审计等，均
为省慈善总会的培训内容，每年
都要举办五至六期培训，从技术
层面给与机构辅导。

（下转 09 版）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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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河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董颍生：

5.2亿元网络募款背后的优势及挑战

99 公益日因连接起众多资源，成为全国最大的互
联网公益活动。 由于参与对象的多元化，其也

成为推动现代慈善发展的强力引擎。

河南省民政厅原巡视员、省慈善总会副会长董颍生

党代会与会代表在会议间隙参与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