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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王心怡

今年 8 月份，民政部公布了
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
平台遴选结果， 共有 13 家平台
入围。 根据《慈善法》的规定，今
后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
开募捐，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
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
捐信息。 这也意味着，今后慈善
组织在其他平台进行公开募款
都属于违法。 结果公布后，民政
部要求各个平台做好改造升级
工作，在显著位置作出相应公开
承诺， 并自觉接受后续动态管
理、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保障
和维护互联网募捐平台健康有
序发展。

不过， 这 13 家平台的情况
并不相同，比如腾讯公益、淘宝
网、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等都已经
非常成熟； 而新华公益服务平
台、基金会中心网、中国慈善信
息平台等此前并未做过在线募
捐，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那么，
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些平台的建
设情况如何、入围前后有什么变
化，《公益时报》记者对部分平台
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采访和梳理。

蚂蚁金服公益平台：
进一步优化调整

据了解， 目前蚂蚁金服公益
平台已通过大数据、 大流量的优
势同时为超过 300 家公募机构的
优秀项目提供公众募款服务，并
向 1000 多家公益机构开放支付
能力，提供配套服务。蚂蚁金服企
业社会责任总监刘琴表示， 入选
首批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
平台， 对蚂蚁金服而言是一个很
大的激励， 也促使其加快了对平
台的优化、调整。《慈善法》正式施
行后， 平台会按照相关法规和章
程管理公益机构和项目：一方面，
对有公募资格的机构开放接入并
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对不符合慈
善法要求或运营情况不太理想的
机构进行沟通调整。

为了提供更高效和广泛的
服务，让爱心用户获得更好的捐

款体验，蚂蚁金服在机构入驻和
公益项目上线流程等方面做了
大量的优化工作，并将于近期发
布。 据刘琴介绍，平台已从 9 月
开始通过支付宝大数据引入智
能算法。“此前，对于机构入驻以
及公益项目推进，我们更多依靠
人工，今后算法及人工智能将逐
渐代替我们进行判断和推进。 我
们会根据不同的权重，比如公益
项目用户捐赠额、用户好友社交
关系链、 用户画像等关键指标，
将最优秀、最受欢迎的公益项目
推荐给用户。 ”

另外，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后
台也做了进一步的优化，比如实
时预览项目、更丰富的图文编辑
功能等。 特别是在平台项目年审
流程和制度上，也做出了新的规
定，即按需筹款。 年审包括但不
限于项目年度报告、用户捐款情
况、用户留言、投诉等方面，通过
整体评估从而明确项目适不适
合在下一年度继续筹款。

在按照民政部要求提交评
审材料时，刘琴特别注意到对用
户端的需求，比如搜索、评论、留
言等功能，她说：“现在我们的平
台上每天捐款用户的留言、评论
达到数万条。 除了评论之外，我
们也在开发类似淘宝购物里的
问答功能，希望用户今后可以通
过提问的方式向已经捐赠过的
用户更客观地了解更多项目信
息，比如项目的真实性、执行情
况等。 ”

基金会中心网：
重新调整构架和功能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统
计，截至目前，中国登记注册的
公募基金会共有 1558 家。《慈善
法》实施后，此类公募基金会有
公开募捐的需求，而且有越来越
多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
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后开展互
联网募捐活动。 据记者了解，目
前基金会中心网正在综合慈善
法的要求和行业的需求，重新调

整基金会中心网的架构和
功能，为希望开展互联网公
开募捐的慈善组织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从 8 月末开始，基金
会中心网围绕民政部相关
要求，在信息公开和在线募
捐方面都开展了较扎实的
工作。 现在基金会中心网已
经开始为基金会提供在线
募捐信息公开服务，在线募
捐也已经实现了银行账号
在线转账支持服务。 ”基金
会中心网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互联网公开募捐和信
息公开都是大势所趋，平台
相关的功能正在不断添加
和完善中。

通过基金会中心网官
网可以发现，其在首页显著
位置增加了“公开募捐”的
栏目，点进去之后会自动跳

转到公募基金会的列表，实现在
线捐款。 不过，目前基金会中心
网只能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实
现捐款， 而通过诸如支付宝、财
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捐赠
方式尚未开通。 此外，捐款页面
并没有任何关于捐赠项目的信
息，捐款将用于何处、项目进展、
捐赠反馈等重要信息和功能也
尚未完善。

新华公益服务平台：
即将正式上线

8 月份入围首批 13 家互联
网募捐平台后，新华公益开始搭
建在线募捐平台， 并于 9 月 30
日初步上线在线募捐功能。 据了
解，新华公益在原有的基础和框
架下增加了在线募捐功能，并且
在新华网首页进行了突出。 新华
公益负责人表示，目前新华公益
在线募捐平台只是初步推出了
一些功能，并未正式上线，平台
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就
技术层面而言，搭建这个平台并
不是特别困难，有很多技术手段
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如何
把这个平台做出特色，如何能更
好地为大家提供服务和体验，是
需要用心去做的事情。 ”

据记者了解，新华公益在线
募捐平台的搭建主要由新华公
益频道负责。 对他们来说，由于
平台刚刚上线， 熟悉平台的运
营、团队间的配合包括技术等方
面都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而如腾
讯、支付宝等平台都拥有专业的
运营团队， 且已经形成规模，这

些新的在线募捐平台要想和他
们同台竞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 因此，如何实现突破并将平
台做出自己的特色，让更多人和
公益组织能够享受到这个平台
带来的便利，是新华公益方面近
一段时间以来主要考虑的问题。
而这也是其他此前未曾做过互
联网募捐平台的机构同样要面
对和解决的。

上述负责人也谈道，基于新
华网的品牌优势，其公益频道在
之前积累了很多公益资源，民政
部认定的首批 16 家慈善组织大
部分都跟新华公益有合作，且十
分认同新华公益的平台和资源。
因此，新华公益在线募捐平台对
外界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募捐
平台上线之前，新华公益和之前
合作的公益机构进行了沟通，充
分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并根据其
需求进行建设、调整。 目前，中华
儿慈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都已在
新华公益募捐平台上线了一些
募捐项目。 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
30 日，新华公益在线募捐平台共
上线 231 个公益项目， 有 11113
人次参与捐款， 善款总额超过
106 万元。

不过，由于在线募捐推出只
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多板块
和功能还在摸索当中。 据记者了
解，目前新华公益在线募捐只上
线了 PC 端平台， 而且一些功能
还在不断进行调整，包括搜索功
能、区块设置等。 另外，在线募捐
的手机端也正在进行改造，完成
之后能够实现在微信和其他移

动平台进行分享。 就目前发展来
看，由于受众基本已转移到移动
端，因此今后新华公益在线募捐
平台建设的重点也会向移动端
转移。 对于新华公益来说，在线
募捐尚属于新的领域，因而其目
前对此态度还比较谨慎，基本还
是和一些具有公募资质的公益
组织进行合作，待扎稳根基之后
会陆续与草根公益组织进行合
作。 预计在 11 月份，新华公益在
线募捐平台会正式上线。

公益宝：
已具备基础功能

据了解，公益宝在 9 月 1 日
慈善法正式实施时已满足慈善
法及民政部相关要求，具备互联
网募捐的基本功能，用户可通过
公益宝平台选择支持的公益项
目进行捐赠，公益宝平台为慈善
组织提供慈善管理系统，用户可
以通过个人中心或者信息查询
等方式追溯善款的使用情况。

在入围指定平台后， 公益宝
根据慈善法及相关细则， 在运营
方面做了规范性调整；同时，为了
更好地上报平台数据， 其在平台
数据规范上也做了严谨的制度规
范。 目前公益宝平台已经上线运
营，具备基础功能，用户体验相关
工作还在进一步优化中。 为了让
慈善组织更好地管理慈善项目和
捐赠资金， 除了公益宝自己的后
台外， 公益宝还免费为慈善组织
提供了慈善信息管理后台。目前，
一些慈善组织和项目正在陆续入
驻公益宝， 如中国听力医学发展
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
国残疾人基金会等。

“对于机构来说，与其他平
台相比，公益宝最大的优势在于
一键发布、全程透明功能。 公益
宝平台的后端是慈善信息管理
平台， 该平台以项目管理为核
心，专为慈善组织设计研发的管
理平台，积累 5 年慈善领域的专
业经验升华而成，蕴含近百位公
益慈善领域专家的智慧。 公益宝
平台包括 PC 端和微信端， 所有
数据一经发布，可在慈善组织官
网及微信端同时查询，所有捐赠
及拨付数据实时更新，减少了慈
善组织的工作量，能够提高工作
效率，降低成本。 ”公益宝执行总
裁刘洁告诉记者，“在公益宝平
台上，用户可以看到慈善组织发
布的项目以及全部捐赠信息。 同
时，公益宝为每一个爱心捐赠者
建立爱心账户，无论是来自合作
的慈善组织平台的数据，还是公
益宝平台的数据，会员都可以查
询其全部的捐赠记录。 ”

目前，公益宝正在与慈善组
织沟通开设求助系统。 平台将与
慈善组织协同建立个人求助、信
息发布、慈善组织认领、个人捐
赠等个人求助机制，公益宝平台
还将严格按照民政部及《慈善
法》相关要求进行设计开发。

（下转 09 版）

两个月后，这13家平台发生了什么变化？

� � 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下的支付宝
已成为大众捐赠的主要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