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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门槛外的无奈观望者

相比于入选平台中上演的
垄断与分化，此前长期开展互联
网募捐的平台中，有的积累众多
公益机构资源和捐赠用户群体，
却因为落选而被迫关停，而何时
能够戴上“指定平台”的名牌，尚
不清楚。

易宝公益圈创建于 2008 年
5 月，在当年的汶川地震中，通过
易宝公益圈募集善款达 1850 万
元，是当时互联网三大公益平台
之一。 在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
台甄选过程中，易宝公益圈也参
与评选， 易宝支付 CEO 助理唐
文表示，初审环节易宝公益圈顺
利通过，但对于最终落选的原因
并不太清楚。“作为最早开始做
互联网筹款的平台之一，依托于
易宝支付本身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技术优势，易宝公益圈发展迅
速， 且与超过 50 家公益机构合
作， 所以在整个评审过程中，我
们对自己的期望挺高，但最后的
落选让我们有些意外。 ”

落选后，易宝公益圈停止了
平台上的公开募捐项目，累计捐
赠金额超过 7100 万元。 而在落
选前的两个月，易宝公益圈刚刚
推出新的捐赠模式“生日捐”，号
召公众在自己生日当天，与好友
一起将原本用于购买生日礼物
的钱， 捐赠给支持的公益项目。
在唐文看来，这样的模式是一种
改变公众日常捐赠习惯的尝试，
但该项目随着平台的落选而一
并停止。 该平台目前已经转而成
为个人求助平台。

唐文表示：“对于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需要有准入门
槛， 保证公开募捐的合规合法，
但是应该建立一套考核评价体
系， 让做的好平台陆续进入，也
让做的不好的平台退出去，这样
才能让各个平台保持足够的创
新性和活跃度，在不断的完善和
创新过程中，推动公益的发展。 ”

垄断的要命之处：
捐赠人数据

在互联网募捐渠道被少数
平台垄断后，对于捐赠人用户数
据， 平台出于自身企业利益考
量，对公益机构切断了端口。 这
不禁让人想起了此前的菜鸟网
络与顺丰因用户数据争夺而相

互关闭端口的事件，引起社会的
广泛关注，最终在有关部门的介
入下平息，但从中亦可看到企业
对用户数据的看重。

在互联网筹款关系中，一边传
递公众爱心与善款给公益机构，一
边又传递公益机构的项目情况和
反馈信息给公众，互联网募捐平台
承担着类似快递的功能，当公益机
构互联网筹款占比增加，对用户数
据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时，关于用户
数据的争夺似乎也在所难免，而公
益机构对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依赖
使得这样的争夺并未公开化。这种
依赖从以下这几家基金会数据中
可见一斑。

2016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互
联网筹款总额 1.46亿元， 占个人
筹款总额的 76%， 占机构全年筹
款总额近 31%； 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互联网筹款 1.59亿元， 占机
构全年筹款总额 41.5%；深圳壹基
金公益基金会互联网筹款金额
1.19 亿元，占全年总筹款额 66%；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以下简称“儿慈会”）互联网筹款
达 1.74亿元，占全年总筹款 51%。

儿慈会副秘书长姜莹说道：
“从公益机构自身角度而言，获
取相关捐赠人相关数据的诉求
一直都在，因为公益机构要对捐
赠人进行日常维护、捐赠人数据
库搭建，后期捐赠服务等，都需
要有用户数据为基础， 但是目
前，这些数据我们还是还无法从
平台获取。 ”

而腾讯公益基金会副秘书
长孙懿在此前接受《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无法确定
公益机构本身是否有能力对用
户数据安全有效保护，且不知道
用户本人是否同意，公益机构对
用户数据的使用计划不明确的
情况下，腾讯公益平台无法贸然
提供给公益机构。 ”与此同时，孙
懿也表示，腾讯将会在今后的时
间搭建数据平台，为公益机构提
供服务。 但数据是否收费，目前
尚不得而知。

近日由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组织起草的慈善组织互联
网募捐平台《基本技术规范》征
求意见稿中，关于捐赠用户数据
的规定正式写入。 其中规定平台
方需提供技术支持，让慈善组织
可以查看平台内每一笔支付记
录、捐款详情导出、捐赠人申请
发票情况等资料导出；可以对平
台内捐赠人信息进行管理和导
出，包括捐赠人捐赠数据、捐赠

人姓名及平台捐赠人独立标识
等。

对于这样的规定， 于亮表
示：“规定中所涉及的相关数据，
轻松筹可以提供，因为其并未真
正涉及如有效联系方式、移动支
付等用户核心数据。 ”

“就目前而言， 公益机构希
望从互联网募捐平台拿到捐赠
用户的核心数据并不现实，这些
数据是每个平台的核心数据，尤
其是对于一些互联网企业而言，
在其公益平台进行捐赠的用户，
绝大多数都是平台自有业务用
户，已经涉及企业的核心利益。 ”
于亮说，“作为平台，既要搭建平
台帮助公益机构筹款，又要提供
用户数据，这对平台而言是不公
平的。 平台方已经提供了信息反
馈机制，帮助公益机构可以通过
平台与用户实现良性互动。 未
来，平台方可以搭建数据库服务
于公益机构，但用户数据依旧掌
握在平台手中。 ”

在姜莹看来，这一规定的提
出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
规定为公益机构今后发展提出
了新的方向，即着手在用户数据
方面的布局和发展。 目前我们采
用的方式，属于‘哪儿筹款，哪儿
反馈’的模式，即通过平台方提
供的反馈渠道与用户进行互动，
这样的方式更大众化， 也更宽
泛；而对于一些长期、高频次的
捐赠用户而言，他们所希望得到
的反馈信息和服务更高，但在现

有的模式下公益机构没有用户
数据是无法提供的，接下来需要
在这方面加强投入。 ”

姜莹同时也表示， 在公益机
构自身能力还不足以对用户大数
据进行良好使用时， 可以与平台
方合作进行大数据分析， 对捐赠
人数据进行精确计算后， 帮助公
益机构进行个性化的捐赠服务。

企业捐赠资源再被蚕食

顺丰敢于与菜鸟网络公开
竞争， 是其不断完善自有仓储、
物流体系，拥有独立的用户数据
库和稳定业态，并没有对菜鸟网
络形成过度依赖。 而对于目前的
公益机构而言，在公众筹款渠道
及数据均被互联网募捐平台垄
断后，原本独有的大额捐赠企业
资源，也正在被互联网募捐平台
所获取，自我独立的资本随之流
失。

2015 年 7 月，腾讯公益在微
信社交平台上推出“益行家”运
动捐步平台， 公众虚拟步数捐
赠，企业配捐买单的模式正式形
成，企业的回报则是获得平台页
面的品牌展出，所有当日进行步
数捐赠的微信用户均为受众。 截
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 已有超过
2.93 亿用户参与，213 家企业参
与，捐赠善款超过 4.71 亿元。 而
这种模式的前提，是企业需将自
身相关资料和捐赠情况先提交
腾讯平台进行审核。

新技术衍生的新捐赠模式，
将原本大额捐赠中公益机构与
企业之间的双向关系转变成为
公益机构、 互联网募捐平台、企
业间的三者关系。 而除了微信运
动捐步外，支付宝公益平台也上
线“行走捐”，所采用的模式与微
信运动捐步相同，同样是用户捐
步，企业买单。

一边是进行公众筹款时互联
网募捐平台的依赖， 一边是原有
的大额捐赠企业资源被互联网募
捐平台逐渐获取， 公益机构当前
筹款的两大渠道正在逐渐与互联
网筹款平台深度捆绑。 在于亮看
来， 一边连接个人， 一边连接企
业， 这本身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发
展趋势。而姜莹则认为，目前平台
所掌握的企业数据仅仅是浅层数
据，也并非核心数据。

对于公益机构与互联网募
捐平台在用户数据上的关系，孙
懿表示不应该是一种竞争对手
的关系，而是协力合作，让数据
更好的发挥作用。 对此，姜莹表
达了相同的观点，她说：“公益机
构与互联网募捐平台之间，应该
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公益机构运
作好的公益项目，互联网募捐平
台提供的不仅仅是流量，还有技
术、人员和更多创新平台，两者
合理共同推动公益的发展。 ”

但是在菜鸟网络与顺丰用
户数据争夺中，菜鸟网络总裁万
霖也曾公开表示：菜鸟跟物流行
业绝非竞争关系， 而是合作伙
伴，菜鸟的责任是用技术和数据
服务去支持全球的物流快递公
司更加有效的提供服务。 但在京
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看来，
在被菜鸟网络获取大量利润的
同时，物流企业的“命根子”也在
被菜鸟网络抓在手里。

互联网技术为公益行业所
带来的改变与进步比比皆是，公
众的便捷参与、公众筹款渠道的
打通、 公益项目的透明展示、项
目信息的及时反馈等，而平台从
中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当互联网募捐平台利用大
量技术不断为公益机构勾勒着
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变革时，公益
机构自身是否已经有足够能力
来全盘接收呢？� � 去年未颁发“牌照”前，圈里对主要公益筹款平台进行过这样的梳理，今天回头看来，当时有些成绩不错平台已经在这场战斗中倒下

移动支付和社交应用正在让腾讯和阿里成为公益捐赠的垄断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