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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新规则的九点解读 ■ 管先生

99 公益日又要来了，随着新
一届 99 公益日规则的公布，相信
很多公益组织的小伙伴们都开始
认真研究这套由众多专家学者组
成的“99 公益日规则委员会”群策
群力所制定的新玩法。 为了能够
帮助大家更简单地理解新一届
99 公益日的规则变动，我们尽量
用简单的方式进行重新梳理。

细看本届 99公益日， 从机构
准入要求、筹款额度上限、配捐资
金（包括腾讯配捐资金、企业配捐
资金）、配捐比例规则、后期监管方
面都进行了相应规则的变动。总体
而言，降低企业参与标准，希望引
入更多企业配捐资金扩大配捐资
金池； 新增 1 亿元非定向性配捐，
引导组织这种用户数（去重）体量
的增长； 首次明确事后数据排查、
审计规则，禁止违规现象产生。

一、 腾讯拿出了多少钱和
资源

历届 99 公益日， 不管规则
怎么变，到底拿出来多少钱和资
源， 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这
一届也不例外，梳理如下。

①2.9999 亿元腾讯配捐资金
②1 亿元腾讯非限定性配捐

奖励
③1960 万元联合劝募激励
④1500万元腾讯社交广告金
⑤231 万元线下奖励场景激

励金
⑥31 个名校定制培训名额
以上为本届 99 公益日针对

参与公益组织，仅腾讯所拿出的
相应资源。

二、3 个重要时间点：

计划参与本届 99公益日的小
伙伴们需要注意三个时间节点：

①2018 年 7 月 15 日： 参与
本届 99 公益且 2018 年前在腾讯
公益平台发起过筹款项目的组
织，需在此时间前完成所有自己
发起项目的财务披露。 与公募组
织合作开展的项目完成 90%项目
数量的财务披露。

②2018 年 8 月 15 日 24:00：
申请参与本届 99 公益日的项
目， 需在 8 月 15 日 24 点前将项
目提交平台审核。

③2018 年 9 月 7 日-9 日 9:
00-12:00：本届 99 公益日，腾讯
2.9999 亿元配捐资金仅在每天
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这一时间
段内进行配捐，限制腾讯配捐时
间段。（但根据历年配捐资金进
度，时间充裕。 ）

三、准入机制

对照去年 99 公益日的准入
机制，新一届规则中，组织及项
目的基本准入要求未产生变化，
但在信息披露、筹款上限做了重
新规定：

1、四“不”：
①境外非政府组织不能参与。
②非常态化公益项目（如：

紧急救灾， 但不包含灾后重建）

不能参与。
③受益对象为单一个人的疾

病救助、扶贫等项目不能参与。
④未申报“2017年度公益支

出”或申报为 0的组织，不能参与。
2、新增限制：
①非慈善组织（学生社会、志

愿者协会等）原则上由公募慈善组
织代为发起公募活动，并注明执行
方及其 2017 年公益支出金额，项
目执行量化成果。如由非公募组织
代为发起公募活动，需由认领的公
募组织向平台提交正式说明；且非
公募组织不能从中收取任何提成，
在募捐方案中同样要注明执行方
及其 2017年公益支出金额， 项目
执行的量化成果后。

②非公募组织原则上应与
一家公募组织合作开展募捐，特
殊情况下，合作公募组织数量不
得超过 3 家，且需同步向平台进
行说明。

四、更改筹款上限，提高信
息公开门槛

新一届 99 公益日在筹款上
限方面做了修改：来自用户的善
款捐赠（不包括配捐资金）总额
不超过其 2017 年年度公益支
出， 年度公益支出不满 30 万元
的以 30 万元为上限。 此条款与
2017 年 99 公益相关规定有了明
显不同。 如，2017 年 99 公益日规
定：2017 年入驻腾讯公益平台的
公募组织，99 公益日筹款目标金
额减去已筹集金额不超过该组
织 2016 年在腾讯公益平台筹款
总额（包括配捐资金）的 3 倍。

对于该限制， 我们以 99 公
益日筹款能力最强的某基金会
为例，2017 年该基金会年度公益
支出超 3.3 亿元， 按照最新规则
要求， 本届 99 公益日其来自公
众筹款的上限为 3.3 亿元。 但该
基金会 2017 年 99 公益日， 包括
自筹、配捐、惊喜时刻奖励等总
筹集资金为 2.1 亿元。因此，无论
按照新旧条款衡量，对于此类筹
款量、 支出量大的公益组织，限
制性并不明显。

而在信息公开规定方面，与
2017 年 99 公益日规则中公募、
非公募组织区别对待，以及公募
组织完成 90%项目数量的信息
披露相比， 新一届 99 公益日信
息公开更直接、 更严格， 即：凡
2018 年前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
过筹款项目的组织，需在 7 月 15
日前完成所有自己发起项目的
财务披露（披露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募组织合作开展募
捐的项目完成 90%项目数量的
财务披露。 另，公益慈善组织需
在机构主页上传年度工作报告
和财报，公募组织需上传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

五、配捐规则（1:N:X）

每年 99 公益日对配捐规则
的更改从未停止， 从 2015 年公
众捐赠与腾讯的 1:1 配捐，到
2016 年引入企业配捐后的公众、

企业、腾讯 1:1:X 配捐，再到 2017
年公众、企业、腾讯 1:1:X 之外，
新增夜间 1:1 惊喜时刻配捐，到
今年的规则调整为：公众、企业、
腾讯配捐比例变为 1:N:X。

1：用户每一笔不低于 1 元的
捐赠， 将有机会获得腾讯随机配
捐（低于 1元的捐赠，腾讯将不予
以配捐，但仍可获得企业配捐）。

N： 企业爱心配捐比例将由
企业自行决定（可以 1:1,也可以
1:2、1:5，但上限不超过 1:10）。 对
于企业配捐， 本届 99 公益日只
限定每一笔捐赠获得企业配捐
上限为 999 元，但并未设定每日
配捐上限，即原则上，用户在 99
公益日期间每天的捐赠，企业配
捐不设上限，不设时间限制。

X：本届 99公益日，腾讯配捐
资金总额为 2.9999亿元， 分别以
9999万元、1亿元、1亿元的方式分
配到三天当中，且每人每天最高获
得腾讯 999元配捐金额，腾讯配捐
时间限制在每天上午 9:00-12:00

六、 新增 1 亿元非限定性
配捐

新一届 99公益日， 腾讯额外
拿出 1亿元“非限定性配捐”资金，
该资金不直接体现在 3 天活动的
实时捐赠数据中，而是在活动结束
后 3-7个工作日，根据三个评判维
度进行排名给予对应组织。

评判维度：公益项目获得来
自公众捐赠金额（不含配捐金
额）、捐赠人数（同一 ID 三天只
算一次）以及带动企业配捐实际
配出额度。

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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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将其理解为腾讯对参
与的公益组织额外激励措施，引
导平台从过去捐赠频次向捐赠
人数转变，鼓励组织吸引更多新
捐赠人加入。

七、打开企业配捐引入门槛，
获得企业配捐需进入场景

经过此前几届 99 公益日以
及益行家“运动捐步”场景中对
企业加入的探索和铺垫，新一届
99 公益日开始大幅降低“爱心企
业”参与门槛，并设置独特企业
参与场景，吸引企业，扩大影响
力及企业配捐资金池。

此前 99 公益日企业参与配
捐规则中：1、 强化公募组织引入
企业配捐资金；2、 严格限定非定
向配捐和定向配捐。 而新一届 99
公益日对于“爱心企业配捐”规定
表述更简：1、开放引入门槛：公益
慈善组织（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
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包
括：慈善组织、基金会、社会团体
和社会服务机构） 均可与企业合
作，引入爱心企业配捐；2、企业有
了更大自由性和自主权， 企业可
自行选择合作的公益慈善组织，
也可自主选择一个或多个公益项
目进行配捐；3、 参与配捐金额降
低：爱心企业参与 99 公益起捐配

捐总额只需大于 1万元即可。（但
是， 因为企业可自主选择配捐项
目， 因此依旧存在实质上的非定
向和定向配捐区分。）借此激发更
多组织寻求企业合作， 引入更大
规模的企业配捐资金。

除此之外，对于企业配捐的活
动，新一届 99公益日做了限定，用
户需在企业配捐活动页当中完成
捐赠，才能获得该企业的配捐。

在企业场景方面，腾讯从社
交传播、品牌传播的角度做了更
多尝试，除线下场景推广、企业
一起捐之外， 新一届 99 公益日
将出现“爱心加倍卡”新玩儿法，
简单理解，就是通过加倍卡放大
你的爱心捐赠。 参与配捐的企业
可通过推出“企业爱心加倍卡”，
并在其中展示定制化“皮肤”，从
而达到传播的效果，放大部分配
捐由企业出资。

加倍卡将分为“预热态”和
“活动态”：

预热态：在此过程中，用户
获得加倍卡但不能使用，可通过
朋友圈、微信群分享扩散进行传
播，并有机会增加放大倍数。

活动态：在此过程中，可使
用加倍卡，同样可传播，但不在
获得倍数放大机会。

相应地， 本届 99 公益日也
将推出企业排行榜。

八、 非定向配捐资金不再
是获得激励首要条件

新一届 99 公益日的激励措
施可分为三类：1、 联合劝募激
励；2、企业动员激励；3、线下场
景激励。

除去腾讯 1亿元非限定性配
捐带来的现金奖励，与 2017 年相
比的激励措施相比， 公募组织能
拿到的激励资金相对略有减少，
并且在判断是否能获得相应激励
时， 与 2017 年 99 公益日规则相
比，是否引入“非定向配捐资金”
不再是首要的限定性条件。

1、联合劝募激励评判维度：联
合非公募组织数量（≥30个）、联合
劝募额度（≥500万元），联合劝募
平均单笔捐赠金额（≤100元）。

根据排名可获得 10 万元~
200 万元不等的非限定性资金支
持以及名校定制培训名额。（当
中对于联合劝募项目范围较为
宽泛， 除公募组织自主发起，自
主执行的项目均算做联合劝募，
且劝募金额不包含配捐资金。 另
外，用户需去重，三天时间每一
个 ID 计算一次。 ）（需主动申请）

2、企业动员激励：本届 99 公
益期间， 对于配捐金额超过 500
万元的单个企业，腾讯将对前 15
名提供总计 4000 万元的腾讯社
交广告金，用于微信广告激励。

而对于动员企业、用户参与
99 公益日的公募组织，腾讯也做
出了相应激励，评选维度为实际
配捐金额（≥2000 万元）以及配
捐企业数。 将获得 50 万元或 100
万元两个标准的推广资源。

3、线下场景激励：该部分分
为补贴和激励， 其中补贴为：对
于进行线下（社区、商圈、地铁、
企业门店、高校）打造 99 公益日
场景的组织，腾讯将根据组织提
案评估具体补贴金额。 而激励，
则是腾讯根据组织线下场景执
行反馈报告及线下场景附带的
捐款码所获得的捐赠数据（≥
100 人） 进行评估并给予激励。
（需主动申请）

九、增加监管手段

新一届 99公益在平台监管部
分整理了很多监管手段，包括行业
自律公约， 活动前的项目公示，活
动中的投诉举报，活动后的数据核
查，以及随机抽查独立审计。 可以
看， 腾讯公益将在本届 99公益日
期间对公益组织筹款情况及数据
进行着重监管，并在活动结束后采
取随机抽查独立审计的手段（筹款
金额排名前 5的项目直接纳入审
计对象范畴）， 目的也是让各组织
在 99公益日期间更合规地开展筹
款活动。 但与此同时，距离上一届
中出现的“恶意套捐”、“机器刷单”
等违规情况的调查处理，依旧没有
任何信息，而距离腾讯公益所对外
表示的第二季度公布处理结果也
时日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