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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99 公益日”规则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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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 18 日零点，腾讯通过微
信公号发布了 2017 年第三届“99
公益日”规则“写给公益伙伴的

‘99 公益日’说明”（以下简称“说
明”）。

就目前“说明”中所呈现出
的本届“99 公益日”的相关规则，
与去年相比，在整体框架及配比
规则方面， 并没有太大变化，但
在机构及项目方面的要求更加
具体，而在吸引企业配比资金方
面，也给予了公益机构、配捐企
业更多“甜头”，以期撬动更多企
业参与。

参与机构：
非营利组织和公募机构负责制

“说明”中，对准予参加“99
公益日” 的机构的基本要求为：
在各级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非
营利性组织， 符合《慈善法》规
定，且在主管单位的登记证书的
有效期在一年以上。

“说明” 中不是用公募机
构、不是用慈善组织，而是用概
念更为宽泛的“非营利组织”，
可以看出“99 公益日”所号召的
范围更加广泛，换而言之，对项
目的发起机构的要求非常广
泛， 以期可以让更多更丰富的
项目参与到“99 公益日”当中。
而对于项目的具体合规性，“99
公益日” 采取的是公募机构认
领、负责制。

“说明”中在项目准入与要
求中明确提出， 所有申请参与

“99 公益日”的募捐项目，都将由
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机构负责
审核、评估，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募捐目的的合理性、项目设计的
合理性、善款使用预算的专业性
等;公募机构必须就经其审核、认
领的募捐项目负责。

简而言之，就是所有募捐项
目，都必须与具有公募资质的机
构合作，而公募机构对具体的项
目进行相关合规性审查，并承担
相应责任。 而像一些不具备公募
资质的非营利组织发起的项目，
当然也要交由公募机构审核和

负责，所以腾讯相当于在入口处
开闸，中间部分更多的交由公募
机构把关筛选。

上线项目：
新增 2 个限制，1 个报备

对于准许上线的筹款项目，
与去年规则相比，除不允许紧急
救灾类项目（除灾后重建）和针
对个人的疾病救助或扶贫项目
参加活动以外，还新增了 2 个限
制，另外，与以往上线项目由公
募机构认领，腾讯公益平台审核
上线的流程相比，今年还新增了
一项报备流程。

限制 1： 非中国大陆依法注
册的非营利组织，限制参与（《境
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得在华
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限制 2：非公募机构发起的
筹款项目， 机构的运营成本不
能超过预算的 10%， 其中包括
了机构正常运转发生的费用，
包括行政人员的工资、办公费、
水电费等。

报备：所有准备参与“99 公
益日”的募捐项目，像以往一样
通过公募机构合规性审核并认
领后，还需要由公募机构统一在
民政部“慈善中国”全国慈善信
息公开网站进行报备，并在 8 月
21 日前向腾讯平台同步报备结
果说明书。

这意味着， 今年所有参加
“99 公益日”的募捐项目资料，
均可以在该公开网站进行查
询 ，而此前，每届几千个上线
项目， 相关信息均在平台手
中，如果公众想要查看某一个
特定的项目并不现实。 这样的
做法，如果有人对“99 公益日”
的项目存在质疑后，或许腾讯
不会陷入一家之言无人信的
境况了。

据腾讯公益工作人员介绍，
关于全国慈善信息公开网站相
关操作问题，后续将有民政部统
一组织参与机构的工作人员进
行学习。

腾讯配捐：
深夜 9：09 分“惊喜时刻”

对于最受关注的配比规则，
今年的“99 公益日”并不会发生
改变， 仍将延续去年规则： 即 1
（公众捐赠）：1（公募机构的企业
配捐）：X（腾讯配捐）。 而且腾讯
公益基金会拿出的配比资金也
与去年相同，仍旧是 1.9999 亿非
定向配比资金。

但与去年相比，今年“99 公
益日”活动期间新增了一个环节，
即每晚的 9：09 分开启“惊喜时
刻”，腾讯将拿出比去年更多的资
金，为筹款排名靠前的项目助力。

企业配捐：
多重奖励刺激参与

沿用去年的配捐规则，其中
相当重要的，也是目前尚不可预
测的，就是来自于企业的配比资
金，去年“99 公益日”作为第一次
引入企业配捐的模式，共有 5000
万企业非定向配捐资金。

而对于企业的配比资金，目
前“99 公益日”所采取的方式，是
由参与“99 公益日”活动的公募
机构撬动企业配捐资金，而腾讯
则一方面给公益机构相应激励，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多渠道给予
企业品牌传播和流量福利。

企业的配比资金，分为非定
型配比资金和定向配比资金，两
者区别在于前者的配捐资金可
以 1：1 配捐给相应公募机构所

有在筹的公益项目，而后者只能
特定用于某个项目的配捐。

今年的“99 公益日”上，腾讯
对出资配捐的企业也有所细分
以及资金要求， 对于出资的企
业，统称为“爱心伙伴”，企业可
选择不同的出资方式，在非定向
配捐中，面向所有项目或某一类
项目的起配额为 30 万， 而对于
定向配捐资金，如果只定向针对
某一个项目，起配额为 10 万，如
果是配捐给一个支持某一项目
而发起的企业一起捐活动时，起
配额为 2 万。

为了让公募机构更努力地
寻找更多的非定向配捐资金，腾
讯也准备了一系列的激励，包
括：未来发展基金激励、广告投
放（朋友圈广告资源及非朋友圈
广告资源）、传播资源激励、企业
一起捐激励、线下传播激励。（仅
非定向配捐资金才能获得奖励，
定向配捐资金不享有激励）

1、 未来发展基金及广告投
放资源。 与去年相比，腾讯的奖
励要求有大幅度提升，第一级别
的 2000 万相比于去年同级，翻
了 4 倍；对于奖励中所给予的广
告资源以及未来发展基金，腾讯
奖励的主体为公益机构，而对于
广告投放内容，腾讯要求不得涉
及任何商业信息，而且还有模板
提供;对于未来发展基金的用途，
腾讯要求其供公益机构新媒体
筹资、机构成长建设。

2、传播激励（新增）。 与去年
相比，腾讯今年还为达到要求的
公募机构提供了 99 专项传播资

金，可以看到，该项激励中的两
个要求与前一项的要求重合，对
此， 腾讯公益工作人员表示，两
类奖励是我完全独立的，只要达
到要求，公募机构均可享受以上
两项激励。

3、“企业一起捐” 专项激励
（新增）。 与去年相比，企业参与
的方式有了改变，新推出的“企
业一起捐”的模式，是由企业为
某个筹款项目发起独立的筹款
页面，并号召企业自有员工及消
费者参与捐款，与目前正在开展
的微信运动中的“一起捐”模式
项目。（7 月底，企业一起捐功能
将上线）

而如果企业一起捐的筹款
额达到一定级别后，其所支持的
项目所归属的公益机构，将获得
不同级别的奖励资金。

4、线下激励。 该项激励，是
针对有线下实体门店进行宣传
及筹款计划的公募机构， 将创
意、 提案提交腾讯公益评估，在
腾讯提供的线下门店及公共场
所场景列表中选择投放标的，投
放内容需符合腾讯公益提供的
设计规范。

对于公益机构进行线下推
广， 腾讯公益将发放最高 15 万
的激励/补贴资金。

对于非定向配捐资金的出
资方———企业，在帮助公益机构
获得更多激励的同时，自身也可
以获得更多福利，如公益机构获
得广告投放及传播激励，作为奖
励主体的公益机构，可以自行决
定在广告投放中是否露出企业
品牌，也就是说，如果帮助公益
机构获得此类广告、 传播奖励，
企业有机会获得更多品牌展示
渠道和机会。

另外，企业为某个项目发起
“企业一起捐”，也可以在该独立
页面进行品牌展示。

除此之外，企业如果深度参
与非定向配捐资金支持，企业一
起捐等，还可作为“99 公益日”的

“战略合作伙伴”，在“99 公益日”
主会场享受更多福利。 毕竟腾讯
的产品覆盖面相当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