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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2017筹款成绩单（之三）

“探索者”的筹款攻略
春节前，本报连续报道了数家国字头基金会在 2017 年的筹款情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平台优势，筹措金额巨大。 同

时，我们也发现，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基金会虽然其年度捐赠收入及支出远不及国字头基金会，但回顾其近年捐赠数据，一直呈增长势头。 本期，
《公益时报》推出两家来自上海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和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2017 年的筹款情况，试图挖掘出“探索者”在筹
款工作上的最新发现。

一直把“联合劝募，支持民
间公益” 作为机构使命的上海
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上
海联劝”）， 近三年来筹款额也
是连年提升。 2017 年，企业和机
构筹款较往年更为积极， 而互
联网筹款仍然是上海联劝捐赠
来源的中坚力量。

上海联劝 2017 年年初制
定的筹款目标为 700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基金
会总收入约为 7832 万元，捐
赠收入约为 7558 万元； 总支
出约为 6923 万元， 公益支出
超 6356 万元。

在企业和机构筹款方面，
上海联劝秘书长王志云告诉
《公益时报》记者，在 2017 年
的筹款过程中，企业和机构的
参与度较往年更为积极，获得
了包括立邦、庄臣、汇丰银行、
博世中国、玛莎拉蒂等企业的
捐赠。

据王志云介绍，2017 年之
所以企业和机构的参与度较
高， 得益于上海联劝所做的以
下努力。 除了公众动员和传播
外， 鼓励企业组队参与联合劝
募的筹款活动，如小小暴走、一
个鸡蛋的暴走、 红色益行骑行
活动； 创造机会让企业在活动
中做更多的公益展示和服务，
比如在一个鸡蛋的暴走沿途卡
点设置了企业公益融合展示区
和服务站； 灵活结合各类线上
筹款模式， 积极实现线上线下
的融合。

在互联网筹款方面， 据王
志云介绍，2017 年上海联劝各
类线上捐赠占总筹款收入的比
例达 55.1%，汇集超 800 万笔爱
心支持。 在联劝网上协助众多
活动和项目筹款，帮助 16 家公
益组织开辟了月捐项目。 上海
联劝使用的互联网平台主要有
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暖冬
公益等， 其中腾讯公益平台全
年共筹款约 2200 万元， 帮助
132 个机构上线 168 个项目；蚂
蚁金服公益平台共筹款约 600
万元，上线 26 个项目。 上海联
劝全年陆续上线共计 261 个项
目，筹款近 3000 万元。

在 99 公益日筹款方面，
2017 年上海联劝联合了 22 个
省市的 132 个机构发起 168 个
公益项目，发动近 20 万人次，共
筹款 1404 万元。

虽然筹款额度逐年提升，
但在筹款的过程中仍然会面临
很多的挑战。“以‘一个鸡蛋的
暴走’活动为例，有人对我们现
场的垃圾处理提出了质疑，面
对这一情况， 我们做好对质疑
进行正面解答的同时，也
在接下来的活动设计中
加入了环保因素，进行理
念宣导的同时希望能够
和环保的公益机构达成
合作，共同来解决问题。 ”
王志云说道。

谈及上海联劝在培
养公众捐赠习惯和慈善
意识方面做出的努力和

尝试，王志云告诉记者，2017 年
上海联劝针对不同社群的公益
需求和公益资助领域进行了运
动形式的创新， 包括为公益组
织发展筹款的“Ride in Red”城
市骑行活动， 为上海地区社区
弱势老人筹款的“小小暴走”家
庭亲子徒步活动和创意止语
“静默行走” 墓地徒步活动，为
视障人士争取光明而筹款的
“是（视），皆有可能”400 公里公
路骑行赛活动；

尝试“消费+公益”的模式，
鼓励用户将购买产品或服务的
积分或投资收益捐给上海联劝
推荐并监管的公益项目；

动员不同社群开展家庭
日、员工日、俱乐部活动、体育
活动的同时进行一部分公益产
品购买或者直接捐赠， 这些多
元的公益参与形式给联劝带来
了新的支持群体，和众多“联合
劝募”公益理念的传播；

鼓励有理性捐赠潜力的捐
赠个人开通月捐， 在可承受的
经济范围内对认可的项目进行
持续性支持。

据基金会中心网披露的中
基透明指数 FTI 2018 显示，上
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
称“真爱梦想”） 又一次以满分
100 分名列榜单首位。 真爱梦想
成立十年来，一直坚持“公开透
明、专业高效”的运作模式，教育
公益项目逐年丰富、多元，筹资
结构趋于多元化，捐赠总额逐年
稳步增长。 2017 年，企业和机构
在其总捐赠额中占比稳定，互联
网筹款进一步突破，增长显著。

真爱梦想 2017 年年初制定
的筹款目标为 1.29 亿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机构总收入
为 1.53 亿元，捐赠收入为 1.41 亿
元，投资收益 1200 万元；累计支
出 1.12 亿元，其中公益支出为 1
亿元。

在企业和机构筹款方面，真
爱梦想副秘书长牛晓告诉记者，
维护和挖掘老客户潜力是真爱
梦想 2017 年的重点。 首先，2017
年暑假真爱梦想共计举办了 6
个公益体验夏令营，意在让捐赠
人和老人能与受益人直接面对
面接触，近距离感受所捐赠的善
款给孩子和老师带去的真实改
变，“这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捐
赠人也从受益人身上获取更多
的感动和力量”。 此外，真爱梦想
持续开展了八届的“分享爱”晚
宴，2017 年共计筹款达 5180 万
元，创历史新高，成为了真爱梦
想维护老客户、拓展新客户的品
牌活动。

其次，真爱梦想开启了创新
筹资的探索。 2017 年，真爱梦想
联合国投泰康信托公司推出国
内首支也是目前唯一一支股权
慈善信托，探索“金融+公益”如
何助力基金会筹款。 此外，基金
会还积极探索股权收益权慈善
信托、艺术品慈善信托、慈善组
织单受托的可能性。

在互联网筹款方面，真爱梦
想十年深耕的“儿童素养教育项
目”一如既往获得社会公众及腾
讯公益和蚂蚁金服公益等主流
平台的认可。 在公众筹款方面，
机构一方面继续联结公益平台
的力量，借助活动如 99 公益日、
95 公益周拉动捐赠人、 志愿者、
受益人等全方位地参与； 同时，
通过与 B 端企业的合作设计筹
款产品，借助企业力量带动更多
C 端的捐赠人，如与面包新语合
作的“真爱款面包” 等消费捐。
“此外， 真爱梦想更加重视项目
的透明反馈，不仅联合腾讯公益
出具了透明板块的模板，也将这
种方式分享至真爱梦想 100 的
联合劝募的教育 NGO 伙伴，共
同推动行业的透明度发展。 ”牛
晓说。

除了使用腾讯公益、蚂蚁金
服公益、淘宝公益店、京东公益
等互联网平台，机构还借助真爱
梦想自己的捐款网站“火堆公
益”，联结微小的力量，共同推动
中国素养教育的发展。

在 99 公益日筹款方面 ，
2017 年真爱梦想主打“让公益
成为日常”的概念，联动面包新
语、红荔村、英雄联盟等多家爱
心企业一起广泛联结公众，探索
以 B 端撬动 C 端的筹款方式，
效果较为显著。

“建立公募社群品牌‘公益磁
场王’， 激励社群参与募款活动，
99公益日三天我们联动了 102个
项目， 共获得 28 万人次的支持；
通过‘无梦想、不童年’的主题活
动，陈数、刘涛、任泉、马苏等明星
参与分享自己的童年梦想， 号召
更多的公众关注素养教育， 为孩
子们铸造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
的未来。 ”谈及在培养公众捐赠习
惯和慈善意识方面真爱梦想所做
的努力，牛晓说道。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总收入 1.53亿元 总支出 1.12 亿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总收入 7832 万元 总支出 6923万元

贵州普定孩子们体验体育梦想课

2017 年联劝一个鸡蛋的暴走，英国驻沪总领事扮演成一只公鸡走完全程，成为了暴走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