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公募基金会筹资成绩单

多家基金会超目标

� � 形式创新和擅打明星牌，一直是壹基金引起公众关注并产生捐款
的关键因素。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
下简称青基会）2015 年的筹款
计划为 4 亿元，截至 12 月 21 日
共募款 4.5 亿元， 已超去年 4.2
亿元的筹款额。据青基会秘书长
涂猛介绍， 依据今年的捐赠协
议， 月底还有几笔大额捐款进
账， 总的筹款金额或超 4.7 亿
元。截至 12 月 21 日捐赠支出为
3.6 亿元。

在公众筹款和企业大额捐
款方面，涂猛介绍，青基会今年
加大了公众筹款的力度，并设立
了专门部门做公共推广或开展
一些专门针对公众的活动。 比如
我们今年开展的“挑战 8 小时”
活动， 还有和广发银行合作，呼
吁持卡人捐赠，以及和洲际酒店

合作，在酒店的前台专门设立一
项业务，当客人离店的时询问是
否有捐赠的意愿等等，虽然都是
小额度的捐赠，但是反响都非常
好。 截至目前，公众筹款接近筹
款总额的 40%。

在企业大额捐赠方面，茅台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每年 1 亿元
的捐赠，还有奔驰、完美、三星、
加多宝等企业每笔捐赠都超过
1000 万元以上。

谈到青基会筹款的经验，涂
猛表示：“好的经验倒没有，因为
各家基金会的筹资手段都大同
小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把
项目做好，钱花好。 品质最重要，
社会动员还是要看方法、策略和
手段，但终究还是靠品质。 ”

扶贫基金会 2015 年的募款
计划是 3.3 亿元，截至 12 月 19 日
共募款 4.6 亿余元，已超额完成本
年度的计划筹资额。 据扶贫基金
会秘书长刘文奎介绍， 扶贫基金
会早于 10 月份便完成了全年的
筹款计划。

这样的“好成绩”无疑离不开
企业和公众的支持，刘文奎表示，
在 2014 年筹款中， 公众+互联网
筹款占 30%左右，而今年，公众筹
款在第三季度就占到了筹款额的
45%。谈到筹款超出原预期计划的
原因，他表示，主要是来自于公众
筹款的增加， 而公众筹款大部分
来自于互联网。“2014 年互联网的
筹款为 5000 多万，而今年已达到
1.5 亿元左右，增长了两倍”。

企业的大额捐赠占比较高也
是主要原因之一，据刘文奎介绍，
苏宁、民生银行、恒大、中石油、三
星等企业每笔捐赠都超过 1000

万。
既然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

小编当然不能错过收集扶贫基金
会在筹款方面的经验啦， 以供各
家基金会参考。

谈到扶贫基金会的筹款经
验，刘文奎表示：

首先， 品牌项目的执行赢得
了越来越多的信任。 老的捐赠人
及合作伙伴不但没有减少捐赠，
有的甚至每年还在持续增加。

其次， 品牌项目通过互联网
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这样
不断会有一些新的人选择我们的
品牌项目。

最后， 原来传统的筹款方式
是跟企业的合作， 这几年我们一
直在加强移动互联网筹款方面的
投入，包括开发 APP、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让公众的参与更便捷。 所
以我们的互联网捐赠里面大部分
来自手机端的移动互联网。 从数

据上看， 今年来自公众的捐款比
重明显上升了， 这是筹款相较去
年多的主要原因。 公众筹款多除
了我们的项目执行获得公众的认
同之外， 还有就是参与的渠道更
加便捷了。

谈到如何规避因经济形势不
好而影响基金会筹资的情况，刘
文奎表示，有四点。

第一，提高项目的执行品质，
把项目执行好， 让捐赠人深刻感
受把资金交给基金会或委托给基
金会管理，能够实际解决问题。

第二， 项目做到及时的反馈
和透明。

第三， 除了保持和企业的良
好合作外，重视与公众的合作，重
视工作的作用。

第四， 利用现在新的互联网
渠道、新的技术，搭建更便捷、更
透明的、更容易参与的品牌，让公
众可以更好地参与进来。

� � 在扶贫基金会
的扶贫援助类项目
中， 教育类扶贫项
目 占 据 的 比 例 最
大， 以新长城项目
为例， 高中生项目
每 年 募 款 总 额 近
2000 万元，大学生
项目约为 1000 余
万元。 图为该项目
与宾利合作在安徽
省黟县中学启动的
高中自强班。

封面报道 Cover� Report封面报道Cover� Report08
２０15．12.2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09
２０15．12.2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 本报记者 李庆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
下简称壹基金）2014 年的筹款总
额为 1.6 亿元，2015 年的筹资目
标为 1.4 亿元左右， 截至到 12
月 23 日， 已基本完成年度筹款
目标。

据壹基金副秘书长沈旻介
绍， 对于壹基金来说， 互联网筹
款、跨界合作、资源整合是我们筹
资工作的新“关键词”。 随着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2015 年上半年，
壹基金公众筹资占比继续上升，
约占全部捐款的 80%， 其中来自
互联网平台的公众捐赠占全部筹
款的 70%以上，这里面的增长，移
动端的发力是最主要的原因。 包
括我们今年参加了首个“99 公益
日”，也是基于移动互联与公益融
合的尝试， 并取得了一些非常宝
贵的经验。

谈到在筹资方面的经验，沈
旻表示，有两点：

第一，在跨界合作方面，壹基
金一直非常注重创新， 创新是我
们发展的根本原动力， 这里面很
重要的一个路径就是公益与其他
领域的跨界合作。 比如今年的公
益映像节推出的“万人空象”活
动， 就是典型的公益与文化、艺
术、动漫、明星等不同领域的跨界
合作。

第二， 注重资源的整合，同
时， 与滴滴一起探索新的筹款方
式， 将捐赠行为植入到公众的日

常出行场景中， 既让更多城市公
众有机会了解我们的公益项目，
又让城市捐赠人通过移动端更方
便快捷地参与捐赠。

第三，在企业合作方面，今年
壹基金与企业的合作方面进行了
近一步的深化，因此，我们的重要
合作伙伴数量不断扩大， 其中包
括一些知名跨国企业， 也包括一
些崛起的国内企业。

谈到有利于公益发展的积极
因素，沈旻认为有三点。

目前中国公益行业的总体市
场规模依然仍在起步阶段和高速
成长期，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 技术领域的众多新工
具和新趋势，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

的飞速发展给公众参与公益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经济转型意味在更加
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更多企
业会考虑与优秀的专业公益品
牌合作，在营销上一起探索更好
的资源整合方式。所以我们在挑
战中依然看到了很多潜在机遇。

在 2015 年的工作基础上，
如何来开展 2016 年的筹款工
作，沈旻表示，壹基金在明年将
更加重视与公众捐赠人的互动
和服务，倡导月捐战略，从激发
公众的捐赠行为、有效培养公众
持续性的捐赠参与上着力，为实
现“人人公益”的机构愿景做出
更多努力。

捐赠额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直观的指标之一，
对于公募基金会更不例外。2015年即将过去，各大公
募基金会今年的“成绩单”已陆续出炉。它们的筹款情
况如何？ 是否达到了年初的筹款计划？ 在今年的筹款
工作中又有哪些经验？ 为此，《公益时报》拨通了各家
基金会的电话，一探各家今年的筹资故事。 本期，《公
益时报》 将六家筹款情况突出的基金会先行放送，请
期待我们之后的陆续报道。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2015 年
的募款计划为 1～1.2 亿元，截至目
前已筹集了 1.8 亿元。

据中华儿慈会副秘书长姜莹
介绍， 从基金会成立起， 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 儿慈会总募集款
项已突破 6 亿元，其中，个人捐赠
占总捐款额的 59%， 企业捐赠占

总捐款额的 41%。 在今年的 7 月
22 日， 中华儿慈会所募集的善款
就突破了 5 个亿， 其中个人捐赠
占总捐款额的 55%， 企业捐赠占
总捐款额的 45%。 从 5 亿到 6 亿
仅用了 176 天， 由此可见公众捐
款热情在不断提升， 个人捐款比
重在不断攀升。 据平台数据分析，
除基金会成立原始年 2010 年外，

基金会每年募款额基本保持在
8000 万左右且呈上升态势， 支出
额也随着救助项目的增加、 救助
数量的增多而不断增加。

中华儿慈会今年在筹款方面
取得的突出成绩， 离不开好的筹
资手段， 一起来听听副秘书长姜
莹的介绍， 中华儿慈会在筹款方
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吧。

第一，将救助与募款相结合。
中华儿慈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将

“为捐赠人与被救助人做好服务
工作”作为自己的使命，因而，在
具体工作中， 始终坚持将救助与
募款紧密结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不断发展， 网络募款的强大影
响力正逐渐渗透到公益行业。 将
救助与募款有机配合， 是基金会
发展的必经之路， 只有完善紧密
的结合， 才可以使得项目运营管
理更加合理化。

第二，透明化发展任重道远。
中华儿慈会从成立的第一天（包
括筹备期）起到现在，坚持将每一
笔善款的入账、 出账明细公示在
官网等多方平台。 始终严把关、抓
细节， 将慈善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都公之于众， 让爱心在公众的视
野中逐渐扩散， 让慈善在阳光下
开花结果。 此举深得公众之心。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
简称妇基会），2014 年的筹款总额
为 4.68 亿元，2015 年的计划为
4.5 亿元。 截至 12 月 21 日，筹款
总额已高于去年， 捐赠支出占筹
款总额的 80%～90%。

在公众筹款和企业大额捐赠
方面，据秘书长秦国英介绍，妇基
会的公众筹款占筹款总额的 30%
左右， 其中网络捐款大概在 4000
余万元。 2015 年的公众筹款较前
些年更为突出， 一是得益于互联
网，二是广大的公益组织在项目的
创新和策划方面符合社会需求。

秦国英表示， 妇基会的筹资

策略属于稳健型，500 万以下的捐
赠，以中小型企业占比较高。 今年
较大额的企业捐赠比较少， 如建
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海洋
石油、光大银行等等，而且并非都
是 1000 万以上的大额度。

说到妇基会在筹款方面的经
验，秦国英有她自己的见解。

第一，不断丰富关注的领域，
拓展项目内容，深化运作模式；同
时不断开发新的项目， 和社会需
求契合的更紧密。

第二，深化品牌项目，增加机
构的创新能力，使项目不断升级。
比如我们的品牌项目母亲水窖、

母亲健康快车、 母亲邮包等在不
断丰富关注的领域， 拓展项目内
容，深化运作模式。 同时让项目有
新的内涵和社会需求契合的更加
紧密，保障项目的生命力。

第三， 加强对捐赠企业的服
务， 有意识地把企业的行业特点
和定向扶贫的需求相结合。

第四，采用联合募捐的方式，
结合一些合作方系统的资源，拓
展筹资范围。

第五， 利用互联网的社群平
台合作，进行众筹，比如与滴滴打
车合作，与腾讯的“99 公益日”合
作等，加强对公众筹款的重视。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
简称儿基会）2014 年的筹款总额
为 3 亿元，而 2015 年所拟定的筹
款目标为 3.2 亿元，截至 12 月 21
日共筹款 3 亿元左右，儿基会秘
书长朱锡生表示，2015 年底还将
有几笔大额捐赠到账，我们有信
心完成年初筹款计划。 截至 12
月 21 日捐赠的支出为 2.4 亿元
左右。

据朱锡生介绍，儿基会在今
年的筹款中有三大特点：

第一，企业大额捐赠仍然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 其中来自恒
大、中恒、空军部队、恒源祥、山
东日钢等企业的捐赠每笔都超
过 1000 万元以上。

第二，众筹与以往相比有了

较大幅度的提升，今年通过众筹
筹到的金额大约为 4600 万元。

第三，民营企业捐赠占比较
高。

儿基会近些年在筹资方面
也有自己的见解，有好的经验当
然要分享，朱锡生表示。

首先， 在目前的慈善环境
中，企业捐赠仍然要作为重点来
开展。

其次，在众筹方面，由于互
联网时代， 公众有捐赠的热情，
那么好的项目、好的平台应引起
足够的重视。 今年在众筹方面儿
基会也开动了一些脑筋，想了一
些办法，虽较其他基金会，我们
在众筹这块的起步较晚， 今年 8
月份才开始开展众筹的活动，但

在后半年所下的功夫， 成效不
错。 利用腾讯平台方面，今年筹
资就达到了 1600 万左右。

再次， 要有创新的思想，无
论是筹资的手段，还是项目平台
的开发， 只要符合法律法规、基
金会管理条例、 基金会的章程、
基金会的宗旨都是可以去尝试
和探索。

最后，公益机构一定要站在
捐赠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一方面
要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要
符合企业的战略发展，以达到提
升企业和商品的形象， 实现共
赢。

谈到下一年度儿基会在筹
款方面有什么计划， 朱锡生表
示，其实筹资不是目的，只是手

段，面对下一年度的筹款我们压
力很大，这个压力并不是筹资的
资金量的多少，是因为社会的需
求很大。

他表示，儿基会在接下来的
筹款中规划出五个方向。 第一，
儿童的教育（特别是女童方面）；
第二，儿童的健康；第三，儿童的
安全（交通、消费、食品等对儿童
的伤害以及对儿童的虐待）；第
四，留守儿童；第五，特殊儿童
（孤儿、残疾）。“这五个方面的需
求非常大，我们也有责任承担力
所能及的责任把这五方面的工
作做好。 2016 年我们在筹款计划
方面初步瞄准 5 个亿，按照这个
目标去努力，把项目实施的更扎
实”。

� � 今年上半年，中华儿慈会的主打项目“9958 救助中心”筹得 3300
多万元善款，其中社会化新媒体网络筹资占比达到 80%。 图为歌手齐
秦在 9958 发起的救治困境聋儿的活动中。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全年筹款 1.8 个亿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对完成年初计划信心十足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筹款或超 4.7 亿元

� � 2015 年， 青基会在公众小额筹款方面有很大的突破，“挑战 8
小时”公益徒步是青基会今年十分重视的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10 月份已完成全年筹资计划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已基本完成年度筹款目标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4.68 亿元筹款已超去年

妇基会中历史最久的母亲水窖是企业乐于合作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