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家退出 4家被约谈

网络募捐平台首次大考放榜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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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慈善法》的规定，2016
年，民政部通过公开遴选指定了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慈善法》 快要实施一周年
了， 这些平台运转的怎么样，能
否满足慈善组织和网友的需求？

近日，按照《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
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以
下简称“两项标准”）有关规定，
13 家平台递交了 2017 年上半年
运营报告。

民政部依据新出台的两项
行业标准，兼顾日常巡检、投诉
举报受理情况，组织专家对各平
台的 2017 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及
运营情况进行了评审和质询，约
谈了 4 家平台，同意了中国慈善
信息平台因战略调整提出的退
出申请，该平台不再作为民政部
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

而据统计，1~6 月，13 家指
定平台共为全国两百多家公募
慈善组织及其合作机构发布募
捐信息超过 1 万条，筹集的善款
超过 7.5 亿元。

上线项目过万
盼与更多公募慈善组织合作

为慈善组织发布公开募捐
信息，是平台的根本职责。 根据
统计，13 家平台 2017 年 1~6 月
在线的项目超过 1 万个（含部分
重复数据，即同一个项目在不同
平台开展公开募捐）， 过半平台
的项目超过 100 个。

项目最多的是腾讯公益网
络募捐平台（以下简称“腾讯公
益”）， 有 7610 个项目线上筹款，
其中新上线项目 5621 个。 在筹
项目中由公募慈善组织发起的
项目共 2036 个， 其他项目则通
过非公募组织、个人与公募慈善
组织合作的方式实施；其次是新
浪微公益，有项目 1047 个；再次
是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的 660 多
个。

这些项目来自不同的具备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腾讯
公益对接的最多， 截至 6 月 30
日，共有 237 家公募慈善组织注
册，其中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新注册的有 35 家。

要知道，据中国慈善联合会
的统计，截止到 6 月 30 日，全国
认定的慈善组织也就只有 916
家———这其中很多还没有拿到
公开募捐资格。

除了腾讯公益这样早就与
众多社会组织有合作的平台之
外，由于平台的定位是为全国的
公募慈善组织合作筹款，所以一
些新的平台已经开始加速引入
更多的慈善组织。

新华公益服务平台目前已
经与 34 家公募慈善组织建立了
合作；联劝网以前是上海联劝公

益基金会通过分享公募权支持
草根社会组织的募款平台，现在
也开始转变运营模式，计划引入
更多的慈善组织。

多个平台在报告中均提出，
希望能够加快“慈善组织登记证
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两证
的实施进度，以使平台能够与更
多的机构合作。

筹集善款超 7.5 亿元
数亿网友捐赠

在上线项目的同时，开通在
线筹款功能成了 13 家平台共同
的选择，这与两项标准的规定不
谋而合：平台宜开通在线募捐支
付功能并提供技术保障。

13 家平台上半年总的筹款
额超过 7.5 亿元。 腾讯公益 3.3
亿元，蚂蚁金服 2.1 亿元，淘宝公
益 1.22 亿元，除了这些人们印象
中的大平台之外，一些具有自我
特色的平台也表现不俗。

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
台升级后筹款 4863 万元； 轻松
筹为 266 个项目筹款 1947 万元；
联劝网为 384 个项目筹款 1453
万元。

这些善款来自于亿万网友。
借助平台所在公司的巨大流量，
部分大平台实现了过亿人次的
捐赠。

2017 年上半年，淘宝公益有
2.85 亿人参与捐赠，捐赠次数达
到 25.18 亿次， 这其中捐赠的主
力军已由 80 后开始逐步过渡到
90 后，两个年龄段群体的捐赠总
额占到了全部的 71%。

而部分小一点的平台虽然
捐赠人次不够多，但却实现了单
笔平均捐赠额的突破。

作为一个专门的单独的募
款平台，联劝网目前注册捐赠人
数超过 11 万人， 平均每笔捐赠
金额约为 129 元。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根
据联劝网的统计， 在时间上，其
捐赠高峰分别在 14 时、12 时、20
时。 与此同时，凌晨 1~6 时依然
有捐赠，显示出互联网的无限可
能性。

轻松筹在 2017 年第一季度
的人均支持金额为 16.97 元，第
二季度则达到了 25.87 元。

推出特色公益产品
呈现无限服务可能

对于慈善组织和捐赠人来
说，证实慈善组织及公开募捐信
息的真实性和获得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服务是基本需求。

依据《慈善法》，民政部建设
了统一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平
台———慈善中国， 满足了前者；
而平台的运营与监管则保证了
后者。

但这是基本需求，如果需要
更丰富多样的服务， 该怎么办
呢？ 平台通过前期实践已经给出
了部分答案。

一方面 ，背靠“大树 ”的平
台，积极利用“大树”的资源，开
发了多种公益产品。

腾讯公益的 99 公益日活
动，通过资金配比，将基金会、社
会服务机构、企业、捐赠人等链
接起来，使静态的信息发布动起
来，极大地调动了各方参与的积
极性。

蚂蚁金服在旗下支付宝平
台全面上线“蚂蚁森林”，通过虚
拟种树的游戏方式，提倡环保公
益。 1 月春节期间用户通过蚂蚁
森林得福卡活动，鼓励用户参与
公益捐赠，该月蚂蚁金服公益平
台捐赠金额比同期增长 215%。

新浪微公益尽管上半年的
筹款额不到 800 万元，但其借助
微博的影响力推出了每月 20 日
的星光公益日等一系列的明星

公益倡导活动，推动了公益理念
的传播。

另一方面，独自生长的平台
可以与其他平台合作，为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提供更多服
务。

新华公益在线募捐服务平
台上半年先后在郑州、 江门、新
乡、武汉、泰州、扬州、无锡、常
州、重庆、枣庄、南昌等 11 个城
市与近 2000 家社会组织通过路
演推介平台，推动了优质公益产
品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轻松筹也在报告中提出今
后将与建设银行、 中国移动、中
国人寿等其他 App 合作，为公益
项目展示页面引流。

值得思考的是， 在 13 家平
台主动引入资源开发公益产品
的同时，非平台的互联网机构完
全可以主动设计公益产品，与平
台合作，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腾讯新闻推出的“新闻+公
益”项目即是如此。 在报道公益
类文章的同时，会帮助报道对象
去申请腾讯乐捐，并将公益链接
及二维码附在报道中，最终在腾
讯客户端进行推送。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尽管腾讯新闻与腾讯公益有一
定关联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
的互联网机构不可以设计实施
这样的项目。

自我监管+约谈 4家+1家退出

在取得不菲成绩的同时，平
台在运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平
台自身建立了举报处理机制；一
方面民政部加强了对平台的监
管。

2017 年上半年，腾讯公益共
收到 10 次举报， 主要举报内容
包括：1、公益组织不及时主动地
发布项目进展、 月度反馈报告；

2、 公益组织在项目页面提供的
联系电话失效， 无法联系；3、对
公募慈善组织收取一定比例管
理费（法律规定范围内）表示不
理解。

蚂蚁金服公益平台 2017 年
上半年共收到 7 次举报，主要围
绕以下三个方面：1、项目设计是
否能真正解决受助群体长期问
题， 呈述材料是否详尽真实；2、
公开募捐项目，尤其是热点事件
相关筹款项目，是否存在重复募
捐问题；3、慈善组织是否能第一
时间详尽地提交项目执行进展。

2017 年 1 月份，淘宝公益处
理了一个挂靠基金会合作终止
的案例。 在基金会通过正式发函
告知终止与其挂靠的某项目的
公募合作后，平台按程序终止了
该项目在平台上的在线筹款。

在平台自我监管的同时，民
政部也加强了对平台的监管。 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 7 月中
旬，民政部收到了多起关于非法
公开募捐的举报，其中涉及 1 家
指定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8 家非指定平台， 均依法依规做
了处理。

举报有关主体通过指定的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开展
非法募捐的有 13 件（其中部分
是重复举报）， 涉及对个人救助
和公开募捐区分不清、 审核不
严、违法开展公开募捐等，民政
部对相关平台进行了约谈，要求
其进行整改。

8 月 1 日实施的两项标准提
出，平台每半年接受全国慈善工
作主管部门考核 1 次。

考核未达标，或日常运营中
出现违规行为的， 予以约谈、限
期整改。 1 年内不达标或违规处
理累计 2 次，或产生重大社会负
面问题，或出现重大网络安全事
故的，取消指定，2 年之内不得重
新申报。

民政部依据新出台的两项
行业标准，兼顾日常巡检、投诉
举报受理情况，组织专家对各平
台的 2017 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及
运营情况进行了评审和质询。

在肯定腾讯公益、 淘宝公
益、蚂蚁金服公益、新浪微公益、
新华公益服务平台上半年工作
业绩的同时，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要求联劝网、广州市慈善会
慈善信息平台、公益宝进一步拓
展服务地域，为更多慈善组织提
供信息发布服务； 约谈了轻松
筹， 要求切实规范个人求助，引
导其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对接；约谈了百度慈善捐
助平台、京东公益平台、基金会
中心网，要求加快平台改造与完
善，开放自身优势资源，创造与
公众预期相称的工作业绩；同意
了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因战略调
整提出的退出申请，该平台不再
作为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下转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