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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捐 3亿，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干些什么
� � 2 月 2 日， 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获捐 3 亿元，“网络安全”
专项基金正式成立。 这是到目前
为止 2016 年最大的一笔捐赠，在
可预计的全年，这一捐赠估计也
可以在捐赠榜单上名列前茅。

为什么是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 这家以致力于互联网公
益发展为己任的基金会，诞生不
到半年，却频频亮相于各种互联
网场合， 并适时推出公益项目，
已成为推动中国互联网领域公
益发展的“弄潮儿”。

成立：全球第一家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成
立于 2015 年 8 月 3 日，是全球范
围内第一家互联网领域的公募
基金会。

2015 年 5 月 29 日民政部和
国资委联合出台《关于支持中央
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
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明确
支持中央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
善事业。

随后，几家国资委管理的直
属企业积极响应，纷纷捐资。 北
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捐资 3000 万人民币参与其
中。

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登记
注册，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主管，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
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互联
网发展基金会” (China Internet
Development Foundation，缩写为
CIDF)在北京正式挂牌。 其业务
范围主要为，募集资金、专项资
助，支持社会组织、单位和个人
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交流与
合作、专业培训。 ”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除
了易华录捐资 3000 万元外，还有
一些中央企业也参与捐赠，如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披露
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原始注册资金为 1.9 亿元人民
币。

“首秀”：
发起众筹活动并配捐

刚成立的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时间
“首秀”，以与公益机构合作筹款
方式呈现。

2016 年 2 月 1 日，正值中国
农历新年前“小年夜”。 中国互联
网发展基金会联合新浪微公益
共同发起“# 一起 9 加 1#”暖年
行动。 从 2 月 1 日“小年夜”开
始， 采用 9 人帮 1 户，1 人 100
元， 众筹 900 元暖年红包的方
式，加入“# 一起 9 加 1#”暖年行
动，帮贫困家庭过个好年。

“# 一起 9 加 1#”暖年行动
从 2 月 1 日上线后得到了网友
的积极参与，线上捐赠通道直至
2 月 15 日 16 点关闭时， 共有
17,777 人参与本次捐赠活动，累
计募集善款 1,844,406 元，中国互
联网发展基金会将为其配捐
1,093,194 元。

最终，历时半月的“# 一起 9
加 1#”暖年行动公益活动募集善
款总计 2,937,600 元。

参与：
将“公益”精神植入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的
活动不止于此，早在去年成立之
初，就通过各种方式将公益精神
植入互联网领域。

2015 年 11 月 30 日， 旨在
“聚焦互联网公益， 传播温暖正
能量”，“让公益弥漫在互联网每
一个角落”的“网络公益广告联
播”活动正式启动，截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活动共收到来自互联
网企业及媒介机构制作的网络
公益广告作品 195 件。

2015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香港资
讯科技联会、 互联网专业协会、
百川汇联合主办的“2015 年首届
香港国际创客节” 在香港举行。
这届“创客节”成为香港历年举
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

机构和个人最多的国际性创新
创业主题盛会， 吸引超过 20 万
人参与。

2016 年 1 月 13 日， 以突破
互联网行业边界，打造一场汇集
智慧生活、跨界嘉宾、全景交互
和网络公益为主题的“2016 全民
互联网嘉年华”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开幕，关注“科技体验展”、
“未来互联网高峰论坛”、“互联
网公益周”三大板块。

这个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公
益“弄潮儿”正在掀起一个个波
澜。

获捐：
设立“网络安全”专项基金

新成立的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刚诞生半年后，就引来了
3 亿元的第一笔大额捐赠， 这足
以见其“吸睛力”强大。

2016 年 2 月 2 日，中国互联
网发展基金会的首个专项基
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网络安全”专项基金正式成立。

该基金业务主管单位是中
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由全
国政协常委、周大福企业有限公
司主席、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
席郑家纯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
金会捐赠 3 亿元人民币设立。
“网络安全” 专项基金将主要用
于奖励网络安全优秀人才、优秀
教师、优秀标准、优秀教材，资助
网络安全专业优秀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支持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基地等重要工作。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
信办副主任王秀军指出，中国互
联网发展基金会“网络安全”专
项基金的设立是创新机制利用
社会力量支持国家网络安全建
设的一次典型示范。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马利表示，基金会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网络安全专项基金
管理办法，严格管理，规范运营，
专款专用，接受主管单位和捐助
方的监督。 希望能以这次捐赠为
契机，不断加深双方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为国家网络安全的建设
不断努力。

计划：推动十件大事

据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秦昌桂表示，基金会开张
除了广“交朋友”外，按照中国互
联网发展基金会的公益属性，还
计划推动十件大事。

一是“寻访中国抗日战争见
证人，抢救亲历亲见抗战史料”。
基金会将提供资助，广泛招募志
愿者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二是响应国务院《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
见》，会同相关企业倡议发起、组
建“中国互联网+联盟”，成立一
个全国性、社会性、行业性的非
营利、非法人联合体。

三是建设“中国公益捐助网
络平台”。 将通过互联网，把分散
的公益资源集中起来。

四是设立“蓝色天使专项基
金”，从娃娃抓起，开启中外青少
年互联网交流的大门。

五是举办“心中有光明的
人”活动，资助 100 位开网店的
盲人店主，自主创业，鼓励弘扬
他们的创业精神。

六是举办“互联网‘家’，一
个都不能少”主题活动。 为“一带
一路”工程建设者、革命老区和
贫困地区的在外务工人员，及家
中留守亲人赠送智能手机，搭建
起一个无障碍的亲情沟通渠道。

七是举办“港澳台大学生赴
内地新媒体实习计划”，增进“两
岸三地”学生交流。

八是举办“两微一端”百佳
评选活动。

九是与银行联合发行“互联
网公益爱心”信用卡，每消费一
笔， 捐一分钱支持社会公益事
业。

十是与中欧数字协会合作
举办“全球数字高峰论坛”及“互
联网+博览会”。 将中信国安第一
城，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中国
互联网之城”。

图说

� � 2015 年 8 月 3 日，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挂牌成
立。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与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利共同
为基金会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