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２０17．8.22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封面报道 Cover� Report

13家平台筹款情况一览（截至 2017年 8月 15日）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上接 08 版）

问题隐患应予以重视

除上述来自举报和监管的
问题外， 截至 8 月 16 日，《公益
时报》记者对比“两项标准”，发
生现存的 12 家平台上仍旧有不
少不合规定之处。 在“四家被约
谈、一家退出”的信号下，这些问
题也应引起各平台方的重视。

第一，平台展示不具备公募
资质的项目。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以下
简称“《基本管理规范》”）对于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做出定
义是：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发布公开募
捐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平台
方不得为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组织、个人以及拒不提供公开
募捐资格证书的慈善组织提供
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 但目前

的 12 家平台中， 仍有平台还在
为不具备公开募捐资质的组织
提供公开募捐服务。

在百度公益平台中所显示
的项目中，既有具备公募资质公
益机构的筹款项目，也显示着不
少不具备公募资质的组织发起
的筹款项目，该平台目前总共 60
个项目中， 有多达 20 个项目是
不具备公募资质的组织所发起
的，虽然平台已暂停了此类项目
的捐款功能，但对于此类项目并
未进行区分。

而在淘宝公益平台，同样大
量存在着不具备公开募捐资质
的组织所发起的筹款项目，且在
其项目页面内，不显示任何与项
目筹款机构相关的信息。

第二，10 家平台公开募捐信
息标题格式不符合规定。

《基本管理规范》中规定：平
台为慈善组织发布公开募捐信
息，应在页面显著位置公募慈善
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募捐方案、
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
信息。 对于公开募捐信息所应包
含内容以及慈善组织相关信息，
在《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中也有专
门规定。 但在现存的 12 家平台
中，除公益宝、基金会中心网、轻
松筹、京东公益、新华公益、淘宝
网公益平台这六家平台外，半数
平台均未在公开募捐信息页面
位置展示慈善组织相关信息。

另外，《基本管理规范》还对
公开募捐信息的标题格式进行
统一规定：平台上公开募捐信息
展示页面（含移动客户端页面、
微信页面、微博页面及包含慈善
募捐支付渠道的各类展示页面）
的标题格式应统一为： 慈善募
捐|XXX（标题信息）|XXX（平
台简称），以便公众识别和区分。
慈善组织发布慈善募捐信息必须
用此格式， 非慈善募捐信息不得
采用此标题格式，不得混淆视听。

但是，除了轻松筹及广州市
慈善会下属的广益联募平台外，
其他平台筹款项目标题均与规
定要求的格式不符。

第三，公开募捐还是众筹？
在京东公益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上有一个名为“上船！ 去
成为你想看到的变化”的项目，
由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发
起，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认领
并进行公开募款， 筹款目的是
乘坐“京东众筹-致良知号”旅
行。 该项目明确提出99 元、3999
元、4999 元、5999 元及 29999 元
的捐赠档次， 且不同档次会享
有不同等级的回报， 此种项目
的方式与众筹的模式极其相
似， 且同类项目在该平台上不
止一个，但并未做特别区分，也
未与公开募捐项目区别开来。

另外，“京东公益”上线的“用
爱守护孤儿和 Ta 的‘家’”项目，
出现在了京东金融的众筹页面。

第四，平台沦为“官网”。

联劝网目前所显示的所有
公开筹款项目，全部为联劝网所
属的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自
有项目、基金或与其联合劝募计
划的公益机构筹款资金，更像是
该基金会又一个官网。

第五，低频捐赠下出现的高
额筹款总量。

在现存的 12 家平台当中，
有些平台在筹款项目及捐赠人
次均不高的情况，却显示有高额
的筹款总额。 在公益宝平台上，
多个地方慈善总会发布的公开
募款信息筹款金额与捐赠人次
差距较大，如湖北省慈善总会发
布的“先心病儿童救治计划”，62
人捐赠，金额超过 300 万，且该
平台绝大多数项目均没有反馈
信息，而平台总筹款额超过 48.3
亿元；与其情况相同，广州市慈
善会搭建的广益联募平台上线
时间并不长，且在所有项目捐赠
人次普遍不高的情况下，筹款总
额超过 3.15 亿元。

� � ●“腾讯公益 ”网络募捐平
台：筹款超 20 亿

腾讯旗下腾讯公益平台捐
赠总额突破 20 亿元， 累计捐赠
人次突破 1.18 亿人次，其中腾讯
乐捐平台累计上线的公开募捐
项目 29,617 个，4896 个项目正在
筹款，12,975 个项目正在执行，另
有 11,746 个项目已结束。 而腾讯
月捐目前有 18 个项目正常募
款， 共有超过 1000 万人次捐赠
善款总额超过 1.51 亿元。

除此之外，该平台设置“疾
病求助”一栏，提供“个人求助”
业务，并为求助者提供“个人自
救”和“公开募捐”两种渠道。

●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支付
宝提供捐赠入口

阿里巴巴旗下有两家平台
入选首批 13 家互联网募捐平
台，分别是蚂蚁金服公益平（支
付宝公益平台）和淘宝网，但两
个平台在各项数据上都存在着
明显差距，通过支付宝公益平台
捐赠总额突破 8.6 亿元， 捐赠人
次超过 2 亿，正在筹款的公开募
捐项目共有 152 个，其中筹款最
多的是壹基金于 2013 年 8 月上
线的“壹基金儿童月捐”项目，已
累计筹款超过 1.35 亿元。而据该
平台工作人员称，支付宝公益平
台仅 2017 年第一季度上线的项
目就达到 491 个，另外，该平台
设置“紧急救助”一栏，所展示的
10 项个人求助类项目均已由具
备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认领。

●淘宝网：稍显逊色
淘宝网目前开展公开募捐

的项目超过 1500 个， 其中捐赠
人次最多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
发起的“童伴计划，留守儿童关
爱行动”，捐赠次数超过 100 万；
筹款金额最高的为“免费午餐个
人公益捐助 爱心义捐”项目，累
计筹款超过 1400 万元。 除此之
外， 平台虽然通过受助群体、捐
赠领域进行项目划分，但其分类

中既有公开募捐项目，又包含不
具备公募资质的组织发起的筹
款项目以及个人求助项目，且有
近 40%的项目筹款为 0。

●百度慈善捐助平台 ：BAT
中筹款额最低

同属 BAT 阵营中的百度旗
下的百度公益平台，其页面十分
简单。 该平台目前显示的 65 个
项目中， 有 40 个是由具有公募
资质的公益机构发起的公开募
捐项目，其中筹款金额最高的为
壹基金发起的“壹基金海洋天堂
计划” 项目， 筹款金额为 6.8 万
元，与 200 万元的目标金额相距
甚远。 而其他筹款项目捐赠人次
非常少， 且多数为北京阿拉善
SEE 基金会的环保项目。 另外，
该平台还有 25 个正在显示的项
目为非公开募捐项目。

●京东公益：一牌多打
京东公益平台先后上线了

“物爱相连”物资捐赠平台及“暖
东”现金捐赠平台，两个平台已
累计上线公开募捐项目 180 个。
其中，“物爱相连”物资捐赠平台
定向发布公募基金会的物资捐
赠项目，并由京东免费提供物流
服务， 截至目前共上线 98 个项
目，66 个已完成， 累计募集物资
超过 52 万件。 而“暖东平台”则
定向发布公募基金会的筹款项
目， 截至 6 月初累计上线 86 个
项目， 其中正在筹款的项目 64
个，除中华儿慈会发起的“61 元，
让留守儿童每天过六一”项目筹
集资金 1.62 万元外，所有筹款项
目均未过万，目前该平台已暂时
无法进入。

●新浪—微博 （微公益）：保
持平稳

新浪旗下微公益平台目前
累计有超过 589 万爱心网友参
与捐款。 在开展的 199 个公开募
款项目中，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免费午餐”项目筹款金额最高，

为 250 万元。 而该平台所有公开
募捐项目中过百万的项目仅有 3
个。 此外，平台独立设置个人求
助一栏，目前共有 2 万多个个人
求助项目。

●新华公益服务平台 ：9 个
月筹款超 6000 万

新华公益服务平台自 2016
年底正式上线以来，目前累计筹
款总额超过 6068 万元， 超 54 万
人次进行捐赠，平台共发起筹款
项目 372 个，其中由壹基金发起
的“壹基金壹家人计划（月捐）”
项目筹款最高， 达到 134 万元，
该平台筹款过百万元的项目共 2
个，另外一个为中华儿慈会发起
的“被虐至昏迷的 2 岁娃”项目，
筹款 103 万元。

●联劝网：自家“官网”做平台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搭建

的联劝网目前筹款 4012 万元，
累计有 287,597 笔捐赠， 平台目
前所显示的正在开展网络募捐
的项目为：公益活动 11 个，公益
项目 16 个，公益基金 34 个。 其
中，筹款最多的是“联劝‘雷励’
专项基金”，筹款金额 148 万元，
这也是该平台唯一一个筹款超
百万元的项目，且目前所有显示
的公益项目均为与上海联劝公
益基金会合作开展，暂未看到其

他公募机构在该平台发起的公
开募捐项目。

●公益宝：深挖慈善会系统
公益宝平台作为一家 2014

年由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限公
司设立的公益平台，目前该平台
显示的筹款项目共 550 个，除首
页显示的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
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及中国听力
医学发展基金会在该平台发起
的 4 个公募项目外，其余所有公
开募捐项目以及公益基金均为
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方慈善会
的项目。 此外，该平台也单独设
立了个人求助板块，个人求助项
目共上线 117 个。 但平台捐赠人
次均较少，众多公募项目筹款金
额为个位数。

●轻松筹：捐赠金额仅过千万
轻松筹平台累计上线公开

募捐项目超 160 项， 筹款金额
1086 万元。 目前正在筹款的公开
募捐项目共 26 个， 其中筹款最
多的为中华儿慈会发起的“救助
脑瘫患儿，让蜗牛宝宝也能见到
阳光”项目，筹集资金超过 89 万
元。 该平台目前合作的具备公募
资质的慈善组织包括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中华儿慈会、湖南省
慈善总会、长沙红十字会、北京

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江苏省儿
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6 家。 此外，
平台也对个人求助项目及网络
互助项目进行单独分列。

●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
平台：筹款总额高，捐赠人次少

据广州市慈善会下设的广
益联募网显示，该平台目前筹款
总额达 3.16 亿元，共上线 260 个
公开募捐项目， 其中 81 个正在
筹款，筹款额最高的是广州市慈
善会发起的广州市候鸟慈善基
金会负责执行的“候鸟的呼唤-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大型公益项
目”，共筹集善款 17.5 万元，除此
之外，其余项目筹款人数大都只
有十几人。

●基金会中心网：筹款平台
初上线

基金会中心网于此前不久
刚上线其公开募捐平台， 而在 6
月份， 其显示的 9306 个公开募
捐项目还没有一笔善款捐赠。 目
前， 新上线的平台仅有 20 个项
目进行公开募款，其中筹款金额
最高的是四川省华侨公益基金
会发起的“8·8 九寨沟 7.0 级地
震侨爱心捐赠项目”， 共筹集善
款 3.25 万元。 目前，该平台捐赠
人次过百的项目仅有 4 个，平台
也独立设置了“个人求助”一栏，
但目前还没有个人求助项目。

●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已退
出）：筹款总额与捐赠人次双低

此前，中国慈善联合会下设
的中国慈善信息平台正在筹款
的项目有 17 个。 筹款金额最多
的是晋城市慈善总会发起的“火
柴计划-冬天， 你迟点来吧”项
目，截至 8 月 7 日，共有 116 人次
捐赠 4280 元， 其余项目筹款情
况均处于 0 到几百元不等，而该
平台历史筹款项目中最多的是
由中华儿慈会发起的“为弱势娃
娃拂去眼前朦胧（读者光明行
动）”项目，筹集资金 5.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