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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公益，概念还是趋势？
� � 最近一段时间，“区块链+公
益”成了一个热词。 2016年 12月
初， 网络互助平台众托帮在上海
举行了“心链”发布会，而“心链”
是众托帮依托区块链技术， 专门
针对公益行业开发的产品。 随后
不久， 蚂蚁金服正式宣布旗下支
付宝爱心捐赠平台已全面引入区
块链技术，并向公益机构开放。同
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
红基会) 和壹基金率先向支付宝
提出了区块链公益项目申请，并
先后上线了“和再障说分手”以及

“照亮星星的孩子”项目。
其实早在 2016 年 7 月份，支

付宝爱心捐赠平台就对区块链公
益进行了小规模试水。当时，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在支付宝爱心捐
赠平台上线了“聆天使公益计
划—听障儿童重获新声”项目。这
一项目是支付宝将区块链技术应
用于公益场景的首次尝试。 有评
论认为， 这项技术将有助于解决
公益财务透明的“痛点”。

那么，到底什么是区块链，它
将对公益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什么是区块链技术？

用专业术语来解释， 区块链
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相链式数据
结构， 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不可
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技
术，具有去中心化、由节点参与、
存储的数据不可伪造和篡改、公
开透明等特点。 应用区块链技术
后可以找到每一个账号在历史上
任何一点记录的信息。

事实上， 区块链是伴随着比
特币的诞生出现的技术。 随着比
特币交易量的增长，区块链逐渐走
入公众视野，其记录了整个比特币
网络上的交易记录数，并且这些数
据是被所有节点共享的， 通过区
块链可以查询到每一笔交易的历
史， 可以时时更新谁拥有这些货
币，同时可以进行公众验证。

通俗地说，区块链是一项“不
可篡改的数字账簿”技术，任何写
入区块链的记录均不可篡改，便于
公众监督和审计。 就公益项目来
说，引入区块链技术之后，从用户
捐款那一刻开始， 到项目完成支
付， 每一步都将被详细记录下来，
而且所有的过程不能人为更改。将
这一技术用于公益领域，除了“技
术服务生活”的想象力外，也是因
为它具有公开、透明的特点。

打开支付宝，进入壹基金“照
亮星星的孩子”项目页面，细心的
用户会发现，“项目说明” 右侧多
了一个“爱心传递记录”。 用户点
进去之后可以看到项目上线时间
并且能够查看捐款记录， 而捐款
记录中包括经过隐私化处理的捐
款人信息、 捐款金额以及捐款时
间。此外，页面上方有一行显著的
红字———每一笔捐赠的善款将直
接到账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账
户。

相比而言， 网络募捐平台上
线的公益项目， 无论捐款人还是
平台， 通常都只能追踪善款进入
基金会账户， 至于每一笔钱究竟
何时以何种方式拨付给了哪位受
益人，则无法实时监督，只能靠公
益机构人工上传项目图文反馈。
而区块链技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
台对资金流向的实时公示， 能让
公众更直观地了解公益项目的执
行方式和流程， 有望解决善款公
示“最后一公里”问题。

壹基金副秘书长沈旻表示，
“照亮星星的孩子”项目募集的资
金将用于一对一支持贫困家庭自
闭症孩子获得行为训练的机会。
“和之前的公益平台相比较，确实
有许多新的体验， 特别是一些细
节部分， 比如最明显的是单独有
机构管理费设置一栏， 这也正是
区块链技术希望实现的‘透明、公
开’的体现。最大区别是它要求善
款自捐赠人捐出善款到最后给到
受益人， 必须在支付宝的环境下

发生。 区块链技术在这个过程中
提取所有交易信息， 以确保资金
流转的痕迹能一目了然， 这个过
程同时也完全向公众开放。 ”

有什么公益价值？

据了解， 用于支付宝爱心捐
赠平台的区块链技术由蚂蚁金服
自主设计和研发， 它吸收了蚂蚁
金服和阿里集团过去十多年在支
付、电商、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积
累，性能高、成本低，并达到了金
融级的稳定性。

据蚂蚁金服资深架构师赵尊
奎介绍， 蚂蚁金服区块链技术还
在不断完善升级， 且已经具备云
上部署能力。“蚂蚁金服正在建设
一个开放的‘信任链’。 作为一个
以信任为核心的云服务， 它可以
提供可信数据库、可信资金交易、
可信资产交易、可信链接服务，也
可以提供可信的公益服务。 ”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除捐款
外，以后更多形态多元、参与方众
多、 流程复杂的非传统公益项目
将有望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运
营、 财务和信息公开等问题。 比
如， 国际救援项目中的电商平台

和物流公司、公
益保险项目中
的理赔机构，甚
至国家审计机
构等，都可以将
“账本” 同步到
云端。“账本”信
息由所有参与
方共同确认后
生效 。 也就是
说，如果有某一
方想要偷偷篡
改，将被默认无
效。

目前，除了
支付宝爱心捐
赠平台，一些网
络互助平台也
引入了区块链
技术。 据最新调
查数据显示，截
至 2016 年 11
月， 已有 22 家
投资机构进入
网络互助领域，
网络互助平台

超 120家， 总注册会员超过 1000
万人。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
网络互助平台引入区块链技术更
多的是想借此提高平台的公信
力， 而公信力是这些平台生存的
根本。

2016年 12月 7日，众托帮在
上海举行了“心链”发布会。 众托
帮创始人兼 CEO乔克告诉记者，
“心链”是众托帮专门针对公益行
业而开发的产品， 依托区块链技
术， 所有的爱心将被记录在“心
链”上，捐助金额、资金流向等信
息公开透明， 使公益资金非法挪
用成为不可能， 这也让个人的爱
心行为成为一笔客观的“数字资
产”。

“‘心链’建立了一个公益慈
善公共账本， 公益活动总共募集
了多少钱、 这些钱的去向等信息
通过区块链的记录都可追溯，且
不可篡改。在区块链的助力下，整
个慈善过程全部公开、透明。这能
够让爱心成为每一个参与者的数
字资产，甚至信用记录，成为跟随
每个人一生的公益记录簿。 众托
帮开发‘心链’，就是希望利用它
在公益方面做一点事情， 让大家
看到公益最真实的情况， 通过技
术手段来获得大众的信任。 ”乔克
表示，众托帮的“心链”将会免费
与公益组织对接， 使公益组织的
慈善活动、 善款使用等通过区块
链技术变得更加阳光透明。

2016 年 10 月上线的八方互
助也引入了区块链技术。 专家表
示，互助保障平台作为服务平台，
会员数据的真实性对于用户获取
保障均摊资金有着巨大的风险控
制价值。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使会
员数据得到备份与验证， 可以防
止用户的道德风险， 防止会员数
据被篡改。

面临哪些挑战？

壹基金工作人员表示， 区块
链技术率先从技术层面上为公益
行业的透明公开提供了可能，同
时也是优化这一问题的解决方
案。“从区块链技术目前对项目的
相应要求来看， 其为公益机构提
供了一个选择， 公众通过区块链
技术也能清晰地了解到资金从捐
赠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的痕迹。

区块链技术的价值在于积极推动
了公益行业在《慈善法》施行后更
好地完善捐赠信息反馈公示。 ”

不过，在现代公益组织内，除
了一对一的资助外， 捐赠人的善
款往往会转化成相应的服务、硬
件、 软件等去服务于受益人。 此
外， 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做的是支
持其他机构能力提升。“此类项目
在区块链上进行信息公开时，模
式可能就与一对一的直接资助有
所区别。一方面，区块链技术会吸
引行业内有类似项目的公益机构
参与其中; 另一方面， 这也是挑
战， 尤其是对于项目管理流程中
痕迹的合规与数据的透明。 ”壹基
金方面表示。

可以肯定的是， 区块链技术
的运用能把人为失误减到最小，
对于公益机构进行数据统计、项
目执行跟踪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同时，第三方平台的资金流公示，
也有助于公益项目得到更多公众
认可。 但技术处理的一般都是可
以标准化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公
益项目都可以标准化。同时，公益
项目的执行流程，比如拨款流程、
财务记账方式等， 基于银行系统
的收款、 拨付流程而设计的财务
制度和记账方式等， 面对资金从
公益机构支付宝账户到受益人支
付宝账户的情况， 也需要做出适
当的调整。

红基会众筹项目中心主任胡
伶认为， 区块链技术为公益透明
化操作提供了解决方案， 但资金
拨付并不是一个项目的终结，资
金的透明化也不是公益项目的全
部。“对受益人接受帮助后境况的
跟踪与反馈， 不仅是对捐赠人的
交待， 更是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
问题发展的方式， 这一过程需要
有更多社会力量加入。 ”

目前， 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
已具备接纳所有具备公募资格的
公益机构自助发布区块链项目的
能力， 但公益机构仍可自主选择

“用或者不用”这项技术。 蚂蚁金
服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表示，“我
们希望成为中国公益透明化的推
动力，而不是拔苗助长。支付宝爱
心捐赠平台已经运营多年， 我们
看到公益机构的执行和财务能力
都在不断提升，也许有一天，这个
选择键可以取消。 ”

� � 2016 年 12 月 26 日，壹基金首个区块
链公益项目 “照亮星星的孩子” 上线支付
宝，“项目说明”右侧多了“爱心传递记录”。

� � 通过 “爱心传递记录 ”能够查看项
目时间、捐赠人、捐赠金额等信息。

众托帮创始人兼 CEO 乔克认为，区块链技术能让公益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