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第八年联合 《公益时报 》主办公
益新闻年会。 八年来，我们一直
在北京最寒冷的冬日回顾一年
以来的公益盛事、公益新闻和公
益人物，并期盼和展望来年的公
益春天。

在这八年之际 ，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坚守的力量 、 坚持的力
量 。 因为这每一年的坚持和坚
守， 我们实现了一点点的推动、
一点点的进步，并且相信这种坚
守最终能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
未来、中国变革的未来以及中国
的未来。

回顾 2015 年，我有一个很深
的感触———移动社交公益时代
真的来临了。

2015 年，在全民春节发红包
的时候，腾讯发起了公益红包的
活动，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一
些优秀的公益组织，提出了公益
红包过大年这样的想法。 在两个

星期内，筹款额超过了 2000 万 。
最让我们意外的是，尼泊尔地震
期间，在没有做任何推广的情况
下，来自于我们平台的筹款竟然
接近“5·12 地震”，也超过了 2000
万。

最值得一提的是 9 月 7 日
至 9 月 9 日，我们第一次尝试设
立 一 个 中 国 互 联 网 的 公 益 节
日———“9·9 公益日”， 拿出 9999
万进行配捐。 当时，我们的团队
最担心的是配捐不出去，但没有
想到 ，三天的时间内 ，网民捐款
超过 1.27 亿 ， 开创了中国互联
网筹款全新的记录。 2015 年，腾
讯公益平台全年筹集的金额是
5.4 亿人民币， 为 2014 年的 5.5
倍 ， 参 与 捐 款 的 人 次 超 过 了
2200 万人次 ， 也是 2014 年的 5
倍左右。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 ，一个新
的公益时代已经来临了。 在这样
的大潮中 ， 公益人应该做什么

呢？ 我们对 5.4 亿的捐款进行了
分析，发现 35%左右来自于我们
的产品 “一起捐 ”———通过微信
朋友圈的分享，让每个朋友圈的
人成为项目的在线义务募捐者。
也就是说，未来的公益筹款可能
更多基于我们的朋友圈、基于信
任关系 、基于熟人背书 ，真正让
人人参与捐款、人人参与筹款成
为可能。

其次 ，15%的捐款来自于朋
友圈分享的捐款链接。 依托于朋
友圈的“一起捐”和分享，总共带
来了 5.4 亿捐赠中的 2.7 个亿 。
所以说，在这样的微信社交公益
时代， 我自己很深的体会就是，
我们可能要学会经营我们自己
的公众号 、 经营我们自己的粉
丝、经营我们自己的义务筹款员
团队，真正经营出一群粉丝在朋
友圈为你呼喊 、为你支持 、为你
加油，只有这样，人人公益、全民
公益的时代才可能会来临。

很多人提出疑问———微信
社交公益时代的特征是不是就
是“杀熟”行为？ 其实，当你的朋
友在朋友圈支持你项目的时候，
就在用他/她的人格魅力为项目
做了担保。 最重要的是，你不仅
仅让他/她捐了钱， 更让他/她深
入地参与到你的项目中，理解你
的项目 、支持你的项目 ，从单纯
的捐赠人变成深度的志愿者和
粉丝。 所以，我们的行为不会变

成“杀熟”，而是用公益影响着我
们身边的人，帮助他们获得生命
的价值和意义。

希望大家关注公益界重大
的变化， 关注移动支付的普及 ，
关注基于移动支付的社交公益
时代的来临。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
冬天，我们仍然坚信“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让我们一起努
力，让中国公益在 2016 年变得更
好，让中国变得更好。

我们做的众筹跟大家在网上
了解的众筹差别非常大，为了区别
我们将它取名叫中国式的众筹。比
如说我们众筹的金融客咖啡，我们
所有的项目都是没有方案的，规则
非常简单。 金融客咖啡有几条规
则，参与筹资 50 万，会给你 50 万
的咖啡券，并保证 5 年不倒闭。 金
融客的主题是金融，200 人都是精
心挑选出来的，覆盖金融圈各个领
域，覆盖 20个校友会。

国家把 “一带一路 ”当成国
家战略，但是民营企业不知道怎
么下手。 未来 5 年我们计划在全
球募 500 亿，开五百上千个咖啡
馆。 你想去印度投资 ，投 100 万
参与我们的印度咖啡馆，咖啡馆
负责收集印度的商业信息给你。
如果你想考察 ，想投资 ，咖啡馆
可以介绍当地华侨跟你合作。 我
们全球几百个咖啡馆，所有的信
息都是共享的。

我们下一步还要推广扶贫
乡村客栈，通过众筹解决贫困县
的问题 。 为每个村庄众筹 1000

万资金，可以每个城市找 200 个
家庭。如果一个家庭可以带出 10
个家庭，就变成 2000 个家庭。 通
过客栈，把城里的消费者带到农
村。 城里人既是投资者，也是消
费者。 城里这些人，比如说你是
医生，你可以用半天的时间给村
民看病，给你的报酬可能是农作
物或者蔬菜，这样城里和农村就

可以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我们做咖啡馆已经两年了，

今年会转到做公益， 我们希望未
来会募到 1000 个亿的资金。 目前
我们正在帮北大国发院募集建楼
资金。 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个咖啡
馆，捐 50 万，返 50 万的咖啡券 。
200 个人参与建这个楼，每个人都
有参与感。 我们给他们做增值服

务，给他们开培训班。原来在这边
上课是作为学生上课的，现在作
为捐赠者来上课。 有了咖啡馆以
后， 我们要求这些人必须值班，
这些人的朋友会带一万个朋友
解决招生的问题，这个比他捐一
个亿的意义更大。

大家对众筹的定义不一样 ，
看的就不一样。 大家看到的网上
的众筹都是学美国的模式，我觉
得美国的众筹模式不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的契约精神很弱。 我们
在熟人圈进行众筹。 熟人圈不敢
乱来，最后就会非常守规则。

过去两年时间我们做了很
多项目 ，接触很多人 ，众筹在两
方面改变特别大，第一个是改变
社会组织。 把每个咖啡馆理解成
一个新型组织的话 ， 就很好理
解。 我们强调去中心化，咖啡馆
所有的好事坏事所有的信息，每
个人都能看到，你出 50 万，不是
我给你服务，更多的是你们之间
相互服务，这是心态的转变。

另外一个是众筹对创业的

改变 。 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难
题， 找 1 个老板出 3000 万非常
难 ，如果变成 100 个人 ，每人出
30 万就不一样了。

传统投资就是资金回报 ，我
给你一块钱，你给我两块钱的回
报， 资金的回报是有规律的，高
投资高回报。 我们做众筹，基本
不跟人讲回报好，我们只跟别人
讲最坏的情况，我们这个模式是
价值回报。 所谓的公益，所谓的
文化产业就是价值回报。

社会组织在中国的价值是
非常巨大的，但是中国社会组织
是比较弱的，我们希望用众筹的
方式创造几十万社会组织。 众筹
最难的就是人的众筹，人可以众
筹的话，一切都可以众筹。

我希望通过众筹的方式，让公
益行业的人才年薪百万，这个是非
常重要的， 大家不是那么在乎钱，
但是没有钱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缺
人才就是因为给的钱太少了。当你
按照市场 10 倍的价值给人钱的时
候，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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