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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第四届99公益日规则发布

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谈规则变化

首次建立共建机制

2018 年 99 公益日首次推出
共建机制，成立“99 公益日规则
委员会”，让关注和参与 99 公益
日的伙伴共建规则。

先后举办思想汇沙龙、线上
公开意见征集、规则委员会提案
会、 规则委员会专业评审会，近
80 位 99 公益日的参与者、专家、
媒体、律师等参与建言，形成 231
条建议，充分考虑行业伙伴的提
案， 评估平台实际产品能力，经
过专家的评审与意见，最终形成
2018 年 99 公益日规则。

委员会共建方采用公开报名
机制利用互联网让更多人参与，
并在发展方向合规前提下引入跨
界资源， 邀约多个领域的专业人
士，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法律界、
审计界、 媒体界相关专业人士组
成共建委员会，参与规则制定。

此次规则提案全部来自于
公益机构， 尤其是参与 99 公益
日盘面占比较大、行动规模较大
的机构。 2018 年 99 公益日主体
提案来源于 49 家公益机构，同
时在规则制定邀约伙伴对象中
也考虑公益行业普遍性和代表
性的问题，通过公开报名邀请相
关机构参与。

对于跨界难点， 孙懿也坦
言，主要在于跨界领袖对于公益
的热情很高但对行业的发展和
所存在问题了解不够透彻，后续
将加强与跨界领袖的的沟通，鼓
励他们将自身专业能力结合到
99 规则的制定中。

新增 1 亿元非限定性配捐

2018 年 99 公益日腾讯基金
会新增 1 亿元非限定性配捐。

配捐使用方向，由获得配捐
的公益慈善类组织统筹用于组
织运营与发展等非限定性方向；
配捐规则， 统计 99 公益日三天
每天 0 点到 24 点的全部数据，
分别按照筹款金额（不包含其他
配捐金额）、筹款人数（去重：即
三天中一个捐赠用户 ID 只计算
一次）、 企业配捐配出额三个维
度的数据占比进行分配；配捐范
围为 99 公益日三天有公众捐
赠，且联动至少一家企业配捐合
作的公益慈善类组织；配捐结果
将于 99 公益日结束后 3-7 个工
作日内公布。

孙懿表示，新增 1 亿元非限
定性配捐作为支持公益组织的
成长基金，将以筹款金额、筹款
人数、企业配捐等标准进行一定
比例的激励。另外，1 亿元配捐的
详细规则正在进行严谨的核算，
将于 8 月第三周通过“腾讯公益
伙伴”微信公众号另行发布。

此外， 今年 99 公益日还将
推出系列扶持计划，包含资金激
励、传播流量、个性化产品、人才
培训等立体计划。

配捐轨迹每年增长 1 亿元

从 2015 年首届 99 公益日腾
讯配捐资金 9999 万元开始，从
轨迹来看每年增加 1 个亿。

孙懿表示， 腾讯公益的配捐
是希望成为撬动更多公益资源的
杠杆， 期望形成一个固定的日子
跟用户一起成为公益的发动机，
撬动更多爱心企业和更多用户参
与到公益互动中。 无论腾讯每年
配捐数额多少， 愿景都是希望通
过更多立体的玩法带动公众和企
业一起来配捐，参与公益。

腾讯公益更多是提供更好
的互联网组件和资源，让爱心用

户和爱心企业支持公益项目，使
更多公益项目有足够的发展资
源，达到一个发展阶段。

2018 年 99 公益日进入第四
个年头，配捐玩法有所调整。 公
益伙伴在捐赠参与过程中是否
拿到配捐由原先固定比例变为
随机， 当伙伴的一笔捐赠发生
后，是否能够成功获得配捐需要
等待“机会”，这让获取配捐的预
期变成了一种开心的玩法，让伙
伴在公益倡导互动中形成公益
印象。

正如 99 公益日一样， 现在
大多数公益产品没有任何一个
参照系。 在中国做互联网产品很
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
不断尝试和修正。 正因为是开创
性的项目，对于互联网来讲很多
产品没办法制定一个相对核算
的数据，99 公益日腾讯的配捐也
只是一个杠杆，在于能撬动多大
的能量。

1 分钟内超 5 次捐赠被判
不合规

去年 99 公益日期间， 本报
曾刊发《99 公益日第二天，诡异
的捐赠记录，疑似刷单》一文，报
道多个公益项目在 1 分钟内存
在相同 ID 重复低额捐赠， 疑似
刷单现象，腾讯方面宣布调查。

2017 年 10 月 10 日，腾讯公
益在其公众微信号“腾讯公益伙
伴”上发布调查结果，称 99 公益
日期间疑似“刷单”的异常个人
账户共计 2.5 万个，因“刷单”产
生的捐款金额超 700 万元，获配
捐 370 万。 2017 年总体用户捐赠
金额为 8.29 亿元，腾讯配捐 3 亿
元，“刷单”约占配捐时段总金额
的 1%。

是否定性为“刷单”？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
书长孙懿表示，目前来说，对“刷
单”定性可能性不大。 科技发展
日新月异，并非一个公司、一个

公益平台和一个公益机构能够
定性，而更多的是将公益生态建
设得更好。

通过公益生态的贡献者，把
规则优化得更好，降低“刷单”意
愿，提升“刷单”成本，在最大程
度上规避“刷单”现象产生，99 公
益日是全民参与的公益事件，腾
讯公益作为平台方，将履行好平
台的监管责任。

孙懿说， 依据 2018 年 99 公
益日配捐规则调整， 推行每天 3
小时的 1：X 的随机配比模式，这
无疑加高了“刷单”的成本，有可
能多次的捐赠配比额度为 0，这
种“刷单”意义就不大。 并且腾讯
公益联合多方对公益组织进行
数据排查， 会将数据形成共享，
用方法规避“刷单”行为，尽最大
努力控制行为和风险。

孙懿表示，腾讯公益更多的
是基于一个平台的监管方存在，
2018 年 99 公益日监管将比 2017
年有所提升。

首先，推行独立审计。 根据
资金量占比， 将对 2018 年 99 公
益日筹款排名前 5 位进行独立
审计。

其次，根据捐赠量级分档进
行抽检审计。 按照募款款项，对

“1000 万元以上”、“500 万元 ~
1000 万元”、“100 万元 ~500 万
元”、“50 万元~100 万元”、“10 万
元~50 万元” 的筹款项目分别进
行抽检审计。

最后，对于今年新增 1 亿元
的机构配捐资金，建立事后审核
发放制度。 2018 年 99 公益日结
束后，会有三至七个工作日的数
据排查期， 结束后按规定发放。
同时，2018 年 99 公益开始前，将
在行业中推动自律公约的签署，
拟定行业行动标准，倡导行业各
参与方有序竞争， 推动 99 公益
日的健康发展。

公益更需要 “99” 余下的
362 天

2017 年， 根据互联网测算，

公众平均捐款额度为 20 元，从
捐赠资金上来看已经不再是门
槛， 如何才能将这 20 元用于公
益，这要建立起基本的信任。

孙懿认为，“指尖行动”其实
是一种投票，公众将爱心托付出
去，需要验证这颗爱心是值得被
托付的， 这样才会有持续关注、
持续行动，公益才能变成生活的
一部分。 对于公众来讲成本很
低，通过碎片化就能完成，这是
“指尖公益”的特点。

孙懿觉得， 就整个现状来
看，数据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一
个情况，“指尖公益”的数量还在
快速地增长，并鼓励更多公益组
织去影响更多的用户。

首先推动公开透明，公益组
织与用户建立连接，构建信任是
第一步， 即便科技发展再快，但
人性间的信任才是捐赠的基础；
其次，推出更加工具化的产品和
服务，让连接更加便捷。

2018 年，腾讯公益推出“冷
静器”互联网产品，用户捐赠前
弹出页面显示公益项目执行情
况，待用户思考后再选择是否捐
赠。“指尖公益”是用户的主动捐
赠行为，希望用户对于公益的更
多认识从苦、穷、惨，眼泪止不住
就捐赠到更加理性，让用户真正
对公益议题形成长久关注，在平
台上进行理性的捐赠，从而保证
项目的可持续性。。

“聚微爱、成浩瀚”要让微小
的爱汇聚， 并形成一定的合力，
任何的公益项目都需要一定的
资金量和长期的关注度去解决，
这需要平常不断的建设，最核心
就是信任，让透明成为信任的第
一推动力。

孙懿觉得，未来几年“指尖
公益”的成长空间非常大，通过
平台和公益组织行动去解决社
会问题，社会就会有着更好的改
变，而且这个参与路径也会使公
众参与者心情愉悦。 公益就应该
是一个快乐、轻量化、可持续的
过程，“指尖公益”希望做人人可
公益的创连者。

7 月 17 日，时隔一年后，第四届 99 公益日规则正式在北京发布。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配捐金额达到 2

亿 9999 万元，新增 1 亿元作为支持慈善组织成长基金，并提供超 10
亿级传播流量+个性化产品+名校培训， 并首次推行规则共建机制、
准入规则和审查机制更加严格，打造更透明健康的公益生态。

从 2015 年开始，99 公益日逐渐成为公益行业参与人数最多、影
响最广泛的现象级年度公益盛事 。 参与人数从 205 万人次增加到
1268 万人次，用户捐赠额从 1 亿元增加到 8 亿元。但一些新的问题也
时常围绕着 99 公益日，如配捐消耗快、机器刷单、项目筹款比例差异
较大、可供企业参与形式单一等。

为此，《公益时报》专访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解读今年规则
的变化。

99 公益日规则委员会提案会议分组现场。 腾讯供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 腾讯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