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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基金会与草根机构的联动之旅

灵山慈善基金会： 把精力
放在公益产品的打磨上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灵
山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灵山基
金会）主要是支持草根公益机构
进行筹款，当年共上线 196 个项
目，获得 27 万人次支持，筹集善
款 2100 万元（公众筹款金额为
1170 万元， 配捐金额为 930 万
元）。

2016 年，灵山基金会携手更
多草根公益机构参与 99 公益
日，共上线 227 个项目，获得 31
万人次支持，筹集善款约 2617 万
元（公众筹款为 1417 万元，腾讯
配捐 1100 万元， 企业配捐 99 万
元）。 其中，由自然大学发起人冯
永锋发起的“环保行动者互助基
金” 三天累计筹款 150 余万元；
常州天爱儿童康复中心发起的
关注自闭症孩子职业教育的项
目“圆星儿职业教育梦”三天累
计筹款 310 余万元。

除去以往的线上宣传倡导
方式，今年腾讯公益在线下场景
方面有了更多的投入。 9 月 3 日，
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腾
讯在北京、深圳、杭州、上海、成
都等地同步启动了 99 公益日市
集活动，吸引了众多普通公众参
与。 在线下场景方面，灵山基金
会今年也尝试与无锡地铁进行
战略合作， 设计了 99 公益日地
铁全包列车，让公众更加直观真
实地感受 99 公益日。

今年， 灵山基金会将携手
400 余个公益项目参与筹款，同
时基金会将通过研修营、 实战
营、 一对一咨询等多种方式，支
持 20 余家具有一定佛教背景的
慈善机构参与 99 公益日筹款，
期待其通过面对公众筹款，倒逼
公益产品设计执行能力的提升，
同时带动更多信众参与到现代
慈善中来。

对此，灵山基金会也制定了
比较详细的筹款策略。 灵山慈善
团队认为，公益产品的设计是公
众筹款的核心，因此他们通过将
近三个月的全国走访、 分享，陪
伴公益伙伴打磨自己的产品。 此
外，基金会通过与核心公益伙伴
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让相关机构
真正认同公益产品的价值，并通
过价值观的深度认同找到核心

劝募人，再由核心劝募人带动公
众参与传播、筹款。

“公益组织还应该学会与专
业的团队进行合作，比如在传播
方面，我们要积极探索与受到公
众高度欢迎的优秀自媒体建立
合作关系，通过社会化的高度融
合，连接更多公众参与公益。 ”刘
艳峰谈道。

事实上，基于腾讯、阿里、蚂
蚁金服等平台，灵山基金会已经
组建了自己的互联共享团队，服
务民间组织。 在谈到草根公益组
织如何才能从 99 公益日中获益
时，刘艳峰表示，对于草根组织
来说，公益产品是核心，因此草
根公益机构应该把主要精力放
在公益产品的打磨上，“这就如
同商业法则一样，公众会用脚投
票，支持优秀的公益产品。 ”

“另外，草根机构还应该坚
持走出去与引进来，” 刘艳峰补
充说，“草根机构要积极走向公
众，与公众保持密切沟通，建立
好社群关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
要从与公众的接触中不断发现
公众需求，快速迭代产品。‘引进
来’则是指让公众参与到机构所
做的事情中去，比如灵山慈善团
队会通过为爱行走等大型线下
活动的融合，打通线上线下各个
环节，让公众感知公益，营造公
益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了
解我们、认识我们，并逐渐转变
为支持者。 我们期待通过 99 公
益日连接更多公众，打破公益的
小圈子，而不是成为公益界自己
的狂欢。 ”

爱德基金会：
为企业和项目提供对接平台

2015年 99公益日期间，爱德
基金会共上线 75 个项目，支持了
50家公益机构，获得 15万人次支
持，募集善款约 860万元。

2016 年 99 公益日， 爱德基
金会上线项目数量大幅增长，达
到 268 个；支持公益机构数量增
加两倍，达到 150 家；共获得 20.1
万人次支持， 募集善款约 2270
万元。

去年， 爱德基金会自有项
目———贫困孤儿助养项目在其
所有参与筹款项目中排名第一。
爱德基金会爱德荟众筹项目主
任方峻谈道，“我们这个项目平

时也有很高的公众支持度，且拥
有一些固定捐赠人，因此在众多
项目中容易进行推广，能吸引更
多人参与 99 公益日的活动。 ”

在方峻看来， 今年 99 公益
日规则变化比较大，这也给公益
机构带来了比较高的挑战，比如
对于项目透明披露的要求、筹款
上限的设置等，“这样就能避免
机构过度筹款，如果机构本身没
有很好的执行能力，筹到太多钱
反而没办法利用好，也是对捐赠
人的一种不负责。 而参与门槛的
提高也能督促公益机构进一步
将自己的项目做好。 ”

今年爱德基金会计划上线
项目超过 600 个（主推贫困孤儿
助养项目）， 支持机构超过 400
家。 而这 600 多个项目中，爱德
自有项目占比很小， 只有约 30
个，其余基本都是合作伙伴的项
目。 其中三分之一的项目来自广
东地区。

“爱德支持的领域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广的，比如教育、医疗
卫生、社区发展、养老等方面。 今
年支持的机构中大部分是第一
次参加 99 公益日， 甚至是第一
次在网上进行筹款，但是看到这
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是很高兴的，
因为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机构
开始重视互联网筹款，这也是我
们想推动的。 我们希望更多机构
能够找到更好的筹款方式，不能
总是依靠政府的创投基金或者
企业资金，他们应该丰富资金来
源。 ”方峻表示。

在传播方面，8 月下旬，爱德
基金会、广州市爱德公益发展中
心联合广东省社会工作协会、腾
讯大粤网、 广州社会组织学院、
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多家
媒体和公益机构共同发起了“爱
在益起 全城义转”联合劝募活
动，并将于 9 月 5 日在羊城地标
建筑广州塔举办 99 公益日联合
劝募活动新闻发布会，希望借此
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公益项目在

99 公益日期间的精准传播，增加
优质公益项目的曝光度，获得更
多的有效公众支持。

此外， 爱德基金会还将在 9
月 5 日举行“2017 公益创新峰
会”， 为企业和公益机构提供交
流、对接平台。 而针对合作伙伴，
爱德基金会还提出了“三增”“三
满意”的口号，为其提供能力建
设、资源对接等长期服务。 在方
峻看来，99 公益日就像一剂强心
针，“借着这个契机能够把公益
推到前端， 让更多人了解公益，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
公众只有了解了才会支持、才会
参与。 ”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培养草根机构的筹款能力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上
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联
劝） 联合 19 家公益机构上线 31
个项目，共筹款 511.9 万元。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联
劝联合 64 家公益机构上线 95 个
公益项目， 获得 10.8 万人次支
持，筹集善款 795.9 万元。

联劝副秘书长、99 筹款负责
人肖洁表示，作为一家民间发起
的资助型公募基金会，99 公益日
被联劝看作是一种创新的筹款
方式和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渠道，
而就联劝自身“联合劝募，支持
民间公益” 的使命来说，99 公益
日也是培养草根公益机构筹款
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 99 公益日中，我们给自
己的定位是协助民间公益组织
进行筹款。 ”肖洁谈道，“联劝非
常注重在日常工作中的积累，包
括广泛地与靠谱的民间公益机
构建立合作关系，充分了解公益
机构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情况，协
助公益机构进行规范的资金筹
集与使用、动员社会资源以及进
行项目反馈与总结等。 ”

此外， 对联劝来说，99 公益

日也是一次很重要的帮助民间
公益机构挖掘自己的核心优势、
走向公众的良好契机，因此在第
一年 99 之后， 联劝就非常注重
在日常工作中对公益机构进行
筹款和传播的引导及培训。

肖洁表示，对于中小型机构
来说，如何在资金量很大、竞争
性很强的情况下调整心态并踏
实地工作是十分关键的。“就中
小型公益机构而言，腾讯‘企业
一起捐’‘为公益发声’等可能很
难利用，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
势， 比如项目开展脚踏实地，拥
有自己的核心志愿者与长期捐
赠人、 熟悉周边与本地的资源、
与受益人关系较为紧密等。 这也
是我们会和公益伙伴强调的心
态与策略。 ”

2016 至 2017 年， 由于公益
慈善领域新的政策法规陆续出
台，联劝新增了政府关系、政府
报备、政策解读等工作，并及时
对其他慈善组织进行培训和经
验分享。 另外，今年联劝自身的
角色定位也发生了变化———更
倾向于平台型基金会。

“我们鼓励公益伙伴在联劝
的筹款社群内分享一线的实操
经验，聚焦具体的议题，比如海
报制作、 如何拉动周边社群、如
何突击筹款、 如何找企业资源
等。 之后，我们会针对不同议题
整理经验素材， 并做二次传播。
此前，我们是把所有的公益项目
向联劝的捐赠人做推荐，但转化
率不高， 不如直接赋能小机构，
让他们面向自己的捐赠人直接
做筹款传播。 ”肖洁谈道。

今年， 联劝将协助超过 100
家公益机构进行筹款，其中主推
的项目以儿童、助老、社区发展、
扶贫济困等领域为主。 在肖洁看
来，筹款就是筹人心，草根公益
机构在资源抢夺上比不上明星
项目， 更重要的是利用 99 的契
机， 长远地积累项目支持者，培
养长期理性的捐赠人。

在上期，我们介绍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几家国字头
基金会的筹款经验和计划。 本周， 我们将介绍三家不同性质的
民间基金会在过去两年中参与 99 公益日的经验和心得，了解他
们今年的准备工作以及对于 99 公益日的看法和期望。

或许是跟自家机构的属性及定位有关， 三家基金会都非常
看重对民间及草根公益机构的支持，在公益产品设计、筹款能力
提升以及社会动员等方面为其倾注了很多精力。 这其实也印证
了很多圈内人的心声和反思———99 公益日不是也不应该是公
益界的自我狂欢，它应该是全民公益的一个引爆点。

今年灵山基金会将支持 20 余家具有一定佛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参与 99 公益日筹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