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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数字化：

开放共建渐成行业发展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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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蚂蚁集团研究院、支付宝
公益平台联合发布了针对数字
公益参与者行为研究报告———
《中国数字公益参与者行为洞
察研究 2022 年度报告》。 报告
基于上万名支付宝普通用户的
随机调研样本统计结果发现：
数字公益极大降低了公益参与
门槛，让随手公益普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通过捐款、捐步、捐
能量等方式参与数字公益；支
付宝公益平台人均单笔捐助金
额 2.2 元， 数字公益让一角一
分都可以成为爱心。

可以说，数字化不仅改变了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激励企业不
断创新社会参与方式，也深刻影
响了公益行业发展。 得益于移动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公益数
字化进程也逐步加快，公众参与
公益的途径越来越多，方式也越
来越多元。

数字技术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低碳生活、节能减排、绿色
出行……随着大众环保意识的
增强以及生活观念的转变，这些
在数年前听起来较为陌生的词
汇，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口头
禅。 而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
以往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
在已经成为常态。

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
蚂蚁森林。

2016 年 8 月， 蚂蚁森林上
线。 当时很多人无法理解在手机
里种树这种新颖的公益模式，甚
至觉得“这是一个骗人的东西”。
但短短六年时间，蚂蚁森林已经
成为最受欢迎的公益模式。 在接
受调研的群体中，超过 90%的人
都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曾通过蚂
蚁森林参与公益；每天早上醒来
打开蚂蚁森林收能量、 捐爱心，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截
至目前，蚂蚁森林活跃用户已超
过六亿。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一
些互联网及科技企业履责提供
了新的方向和出口，也为个人参
与创造了无限可能。

在今年 6 月 15 日“全国低
碳日”宣传活动中，生态环境部
宣传教育中心联合腾讯、阿里巴
巴、蚂蚁集团、中华环保联合会、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中国
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等 19 家企业

和机构，共同向全社会发出“生
活减碳、有你有我”的倡议。 生态
环境部宣教中心还联合蚂蚁集
团，在支付宝平台推出绿色生活
倡导小程序“绿色行动”。

据记者了解，这款小程序集
纳了“绿色出行、节约粮食、节约
用电、节约用水、变废为宝、减纸
减塑” 共六大类、25 个绿色生活
行为，参与者可以通过“每日打
卡”的方式持续记录自己的绿色
生活行为，随着绿色生活行为的
累积，达到相应标准后可以获得
“美丽中国行动者”电子证书。 在
“每日打卡”的基础上，小程序还
强化了对各类绿色生活行为背
后相关环保知识的公众科普。

将数字技术融入人们出行、
购物等日常生活场景，用数字影
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成为这个时
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例如，在
共享单车流行的今天，一些单车
平台开始尝试将个人绿色出行
行为和公益链接，通过骑行“捐”
出自己的减碳量，成为公益项目
的共建人。

事实上，随着“双碳”目标的
提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源
结构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方
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经
济将成为驱动人类文明前进的
重要动能。 数字化不仅改变了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方式，也对
整个产业结构和生态等各方面
带来了颠覆性冲击。 ”

在此背景下，更多企业开始
思考，如何在科技创新、乡村振
兴以及“双碳”等国家战略议题
下， 贡献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实
现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
更多企业也陆续发布 ESG 可持
续发展战略，尝试作出积极的应
对和改变。

对行业发展
产生深刻影响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最
近三年来， 我国每年都有超过
100 亿人次点击、 关注和参与互
联网公益；2021 年通过互联网募
集善款近 100 亿元，比 2020 年增
长了 18%，互联网筹款额五年间
增长了近四倍。 于公益慈善事业
而言，数字化对行业带来的影响
更为深刻和显著，成为行业发展
的新亮点和新动力。

例如，2006 年， 中国扶贫基

金会在支付宝平台开通了网上
筹款专户，这也是支付宝平台首
次为公益机构开通网上筹款专
户，彻底改变了过去只能到现场
捐现金才能捐赠的公益模式。
2021 年 7 月 21 日， 支付宝紧急
上线驰援河南捐赠专区，36 个
小时时间网友共捐赠一亿元善
款， 累计有 1387 万人次捐出
4.89 亿元。

这样的筹款速度和数据，在
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蚂蚁集团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彭翼捷看来，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降
低了公益的参与门槛，让公益事
业真正实现了随手可为，实现了
人人可参与的目标。

“在支付宝公益平台，平均
每个人的单笔捐助金额是 2.2
元，人均捐助额其实并不高。 但
是，过去一年通过支付宝公益平
台捐款的网友达 5.98 亿人次。这
也是数字时代跟传统的捐赠时
代最明显的不同，数字技术让一
角一分都可以成为爱心，让任何
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参
与公益。 我相信数字技术未来还
将继续创新，能够进一步降低所
有人参与公益的门槛。 ”彭翼捷
谈到。

除了降低参与门槛， 数字
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公众参与公
益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趣味
化。 除了蚂蚁森林这种公众认
可度较高的参与方式，交易捐、
收益捐以及公众参与度较高的
捐步、捐积分、捐爱心等，丰富
多样的参与模式让公益逐渐成
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另一方面， 依托数字技术制作

数字公益产品并将其作为对在
线捐赠人的回馈， 也已成为维
系捐赠人关系的一种最新且颇
为有效的方式。

在行业人士看来，数字技术
带给公益行业另一个重大的影
响是， 其大大提升了行业透明
度，进而也大大提升了公众对公
益机构的信任度。 尤其是一些互
联网公益平台尝试将区块链技
术引入公益行业，使得项目的每
一步都会被及时记录下来，且无
法人为更改。

彭翼捷表示，数字技术在降
低公益参与门槛、创造多元参与
模式的同时，也必须要建立公众
对行业的信任。“比如说蚂蚁森
林，如何才能让公众相信我们确
实种树了呢？ 我们利用卫星遥感
技术，让大家能够通过手机看到
每一块林地的种植痕迹。 此外，
通过导航软件，只要行驶在林地
附近，就可以轻松地查找到我们
种树的具体位置。 现在，我们还
利用远程摄像等技术，把林地情
况实时推送到每个人的手机屏
幕前。 提高了项目透明度，也就
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 这是数字
技术发展对行业发展带来了最
大的影响之一。 ”

进一步推动
行业开放共建

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
院院长程刚表示，互联网公益平
台的不断升级迭代，给年轻的用
户以及公益行业从业者带来了
很多新鲜感。“现代慈善的发展
已经进入更广更大的社会领域，

政策倡导和公众参与也越来越
多，而数字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唤
醒的功能。 同时，整个社会都面
临着数字化转型，这也能带动更
多人通过多元形式关注并参与
到公益事业中来。 ”

此次发布的《中国数字公益
参与者行为洞察研究 2022 年度
报告》全新定义了公众的公益参
与行为， 将其分为在线助捐、线
上捐赠、志愿服务、线下捐赠四
种形式，其中在线助捐和线上捐
赠是数字公益参与的主要形式。

报告发现，过去一年中，96%
的受访支付宝用户参加过以上
某一种形式的公益活动。 在参与
调研的群体中，线上捐赠用户数
已接近线下捐赠的两倍，信任和
便利是人们选择互联网募捐平
台的首要原因。 此外调研发现，
超 80%的人同意“勿以善小而不
为，随手公益”等积极向善的价
值观念；数字公益参与者呈现年
轻化趋势；“人人随手做公益”从
生活方式普及为日常习惯。

不过，公益数字化并不是简
单地把线下活动或项目搬到线
上，其对公益机构乃至整个行业
的认知体系、知识体系、人才体
系等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专家
表示， 数字化不是公益行业独
创， 而是整个时代发展的大背
景，任何行业也不能避免。 而除
了公益场景的变迁，数字化一方
面让公益项目、社会捐赠更加精
准，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公益的
边界，有效连接起了各方，汇聚
了更多社会资源。

因此，对众多互联网公益平
台而言，其作为连接慈善组织和
社会公众的纽带，如何与各方一
道打造有序开放的平台生态，让
产品和服务持续贡献于社会发
展和产业需求，持续推动公益行
业更健康、透明发展，也成为一
道必答题。

记者了解到，支付宝公益平
台于近日发起成立“支付宝公益
平台共建委员会”， 并宣布将进
一步升级“开放计划”：从平台规
范共建、自有产品开放、公益数
据研究、数字工具共享等多个方
向，与生态伙伴共建、共创，推动
生态共益。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
会、壹基金、上海联劝公益基金
会、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等六家
机构首批出任委员。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
事长、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
员徐永光看来， 数字公益的发
展， 为破解行业面临的信任痛
点以及如何引导更多公众参与
提供了参考， 也有助于推动传
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转型。“例
如， 利用蚂蚁集团研究院的开
放研究平台， 能够解决大数据
面前隐私保护和公益参与者数
据共享的难题， 也可以给其他
互联网数字公益平台及公益机
构提供参考借鉴。 ”

■ 本报记者 皮磊

‘在线助捐和线上捐赠是数字公益参与的主要形式。 具体到在
线助捐类活动中， 蚂蚁森林最为普及，92%的行为公益参

与者在过去一年中曾通过蚂蚁森林参与公益；其次为捐步，为 82%；第
三为蚂蚁庄园，为 74%。 类似的行为公益通过线上平台将生活与公益
相结合，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价值。 ’

� � 每天早
上打开蚂蚁
森 林 收 能
量， 已成为
很多人的生
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