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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八次调研报告》发布

逾八成组织未计划今年部署数字化
2022 年 ，深圳市图鸥

公 益 事 业 发 展
中心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
识管理研究所共同发起中国公
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
第八次调研。 近日，《中国公益组
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八
次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发布 ， 对问卷收集到的 1001 家
组织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报告指出，公益组织对投入
数字化预算热情不高， 超过 3/4
没有预算或预算不超过总预算
的 3%。大部分（81.82%）组织没有
计划在 2022 年应用/部署/开发
新的信息系统或者数字化业务。

近四成领导者
工作经验超 10 年

报告收集的样本分布于全
国，其中来自江西的组织数量最
多，然后是山东、河南，而来自青
海、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的组织最少。 报告指出，这可能
会较大地影响第八次与第七次、
第六次调研的数据比对。

调查对象并非都是社会组
织。 报告显示，已经在民政系统
注册的社会组织占比为 94.60%，
剩余还有工商注册、 机构挂靠、
虚拟组织等。 经统计，72.03%属
于民间自发，20.18%系基金会或
社会组织发起， 剩余为政府、企
业发起等，占比较少。

从 2021 年度收入来看，超过
六成组织的收入低于 50 元，仅
有 15.86%达到 50 万元至 100 万
元区间，16.36%达到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区间，3.11%超过 500 万
元。 在团队方面，过半组织的全
职工作人员不超过 3 人，三成组
织为 4-10 人， 仅 14.29%的组织
能有 10 人以上的团队。

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七成的
组织有 10 人以上的核心志愿者
队伍，且公益组织领导者从事本
领域的经验也较为丰富。 数据显
示，39.56%的领导者有超过 10 年
的经验，35.27%有 6 到 10 年的经
验，18.48%有 3 到 5 年的经验，这
些比例的总和超过九成。

互联网传播策略
培训需求最大

报告对公益组织的技术培
训需求进行了调查。 填写问卷
时，公益组织需要选择“非常重
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
常不重要”进行程度评估，评估
情形包括“基本使用培训（例如
QQ/微信操作、 操作系统使用、
办公软件使用等）”“应用软件使
用培训（例如图片处理、视频制
作等）”“互联网传播策略培训
（例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运
营等）”“网站开发服务”“管理系
统、 移动应用开发服务”“计算
机、移动终端设备捐赠”六方面。

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组织

认为“互联网传播策略培训（例
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运营
等）”是非常重要或重要的。 这部
分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从第一次
调研（2009 年）至今，“提供互联
网传播策略支持”一直是最大的
需求。

其次是认为“应用软件使用
培训（例如图片处理、视频制作
等）”“基本使用培训（例如 QQ/
微信操作、操作系统使用、办公
软件使用等）” 是非常重要或重
要的，比例均超过 80%。

相比之下，“网站开发服务”
“管理系统、移动应用开发服务”
最低，比例在 60%左右。

这说明，公益组织对涉及网
站、APP 生态的开发需求相对较
低，对培训需求主要集中在互联
网平台的实操技能等方面。

9.69%公益组织
通过外包获得支持

2021 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陈一丹在中国互联网
公益峰会上表示，公益数字化已
成为行业明确的目标和使命。 那
么，公益组织对数字化规划的看
法和计划是怎样的？

报告显示，公益组织对投入
数字化预算热情不高， 超过 3/4
没有预算或预算不超过总预算
的 3%， 其中没有预算的组织比
例高达 39.36%， 投入在 3%以下
的组织也达到 36.06%。 只有接近
半数（45.25%）的公益组织具备数
字化规划。

此外，大部分（81.82%）组织
没有计划在 2022 年应用/部署/
开发新的信息系统或者数字化
业务。 制约因素或许涉及认识程
度。 35.76%的组织表示不清楚如
何开发，31.87%倾向直接采购成
熟产品，20.38%倾向寻找外包团
队开发，近两成选择了自建团队
进行开发或自行使用无代码/低
代码开发。

由此可见，这些概念对公益
组织来说依然较为模糊，公益组
织更倾向于通过采购或外包的

形式， 进行信息系统/数字化业
务方面的开发。

报告显示，目前超过八成公
益组织依靠自有专职人员、兼职
人员、志愿者、外包获得互联网
技术支持，其中依靠外包的组织
有 9.69%，依靠自有专职人员、兼
职 人 员 、 志 愿 者 的 组 织 有
34.87%、29.37%、24.68%。同时，近
一半（48.45%）组织的成员经常或
有时接受互联网技术/传播的培
训，仅 16.58%组织的成员没有接
受过互联网技术/传播培训。

这表明，公益组织需要依靠
自身工作人员技术能力的程度
依然较高。

报告认为，公益组织的互联
网传播能力与全职人员规模、机
构收入规模有一定相关度，总体
来说是人数越多、 收入越高，能
力越强；有专职技术人员，也会
更强。

微信、抖音
是主要传播平台

涉及传播领域，这些公益组
织的表现如何？

在互联网平台覆盖方面，大
多数公益组织已经开设公众号，
比例达到 92.51%， 其次是抖音
（49.35%）、微博（36.56%）、微信视
频号（33.07%）、官网（26.47%）、快
手（11.19%）、B 站（4.30%）、论坛
（2.70%）等。

在重要程度方面，微信公众
号、微信和微信群、网络媒体（腾

讯公益、中国发展简报、公益时
报等）是最被看重的三种传播渠
道，随后是短视频（抖音、快手、
视频号等）或视频直播、微信朋
友圈、面对面传播等。

实际应用过程中，微信公众
号是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使用比
例达到 88.21%， 然后是微信社
群（56.54%）、抖音号（40.96%）、
微信视频号 （25.27%）、 微博
（18.08%）、快手（6.09%）等，与上
述情况相符。

另外，56.24%的公益组织织
通过互联网公开工作目标、使命
宣言，49.25%的组织通过互联网
发布年度工作报告、 年度规划，
50.65%的组织有固定的公共媒体
合作伙伴，47.15%的组织定期使
用社交媒体吸引捐赠人关注。

报告指出，微信公众号和微
信群一直是主要传播渠道。 行业
网络媒体（腾讯公益、中国发展
简报、公益时报等）、短视频（抖
音、快手、视频号等）或视频直播
增长幅度较大，而传统媒体比例
下降。

综合来看，微信、抖音是公
益组织最重要的传播平台，且微
信社群的使用比例甚至高过抖
音、快手。 这说明，微信公众号和
微信社群渠道对公益组织依然
很重要。

近年来备受重视的视频传
播方面，已有 67.13%的组织经常
或有时发布视频作品， 仅 9.79%
的组织从未发布视频作品；已有
28.27%的组织经常或有时进行公

益直播，超过七成的组织从不或
很少进行公益直播。

这反映出，公益组织在视频
传播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系统化管理能力
仍需加强

公益组织会使用互联网工具，
开展信息搜集和数据分析工作。

例如，31.07%的组织经常或
有时对微信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微信后台、 新榜、 西瓜运营等工
具），28.57%的组织经常或有时对
筹款数据（包括互联网募捐、月捐
等形式）进行分析，27.77%的组织
经常或有时对短视频平台数据进
行分析（使用抖音、快手、视频号
后台分析），21.28%的组织经常或
有时对微博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微博后台、新榜、知微等工具）。

再如，75.63%的组织会经常
或有时通过搜索引擎来搜索了
解行业信息， 仅 6.99%从不通过
搜索引擎搜索行业信息；55.94%
的组织经常或有时通过各类舆
情工具收听、收集公众对组织的
评价，该比例逐年上升。

在办公方面，腾讯系、阿里
系等的软件应用甚广，各类在线
文档工具也相当受欢迎。

76.42%的组织表示会使用多
人网络会议工具。 其中腾讯会议
覆盖范围最广（81.08%），随后是
微信群会议（63.43%），钉钉会议
（43.16%）、企业微信（10.47%）、飞
书（7.72%）等。 对比此前数据，多
人网络会议的使用比例从第六
次调研的 60.94%扩大到 76.42%。

63.24%的组织表示会使用在
线文档。 其中 WPS 文档覆盖范
围最广（62.56%），随后是腾讯文
档 （50.08% ）， 是 金 山 文 档
（34.12%）、石墨文档（23.24%）、飞
书（8.54%）等。 比例同样照往年
增加。

但系统化管理方面还是偏
向薄弱。

仅 39.76%的组织表示会使
用项目管理工具。 其中钉钉覆盖
范围最广（61.07%），随后是灵析
（42.98%）、企业微信（39.49%）、飞
书（10.81%）、内部 CRM 或 OA
（5.03%） 等。 使用项目管理工具
的组织逐年增多，但比例一直没
有超过 40%。

在线日历的使用数据也较
低，仅 33.56%的组织表示经常或
有时使用在线日历协调团队工
作，大部分组织从不或很少使用
在线日历。

使用系统化工具对捐赠者、
服务对象、志愿者、组织/员工进
行管理的组织比例也均未超过
半 数 ， 比 例 分 别 为 28.27% 、
36.36%、48.35%、42.36%。

这意味着，涉及数据繁杂的
捐赠、 志愿服务等方面工作，公
益组织尚未通过成熟应用形成
强大的管理和统筹能力。 这在未
来或仍有待加强。

■ 本报记者 马兴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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