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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半年募款超 9.8 亿元
单个项目平均募款近 10万

目前，第一批指定平台还在
运行的共 11 家，包括腾讯公益、
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京东公
益、百度公益、公益宝、新华公
益、轻松公益、联劝网、广益联
募。 自 2016 年被指定运行以来，
这 11 家平台募集的善款总额则
高达 56.1133 亿元。

仅 2018 年上半年，11 家平
台就共募集善款超过 9.8 亿元，
涉及 10103 个项目。 平均每个项
目募集善款接近 10 万元。

其中 3 家平台筹款过亿，分
别是腾讯公益 4.15 亿元、蚂蚁金
服公益 3.2 亿元、 淘宝公益 1.67
亿元。 3 家平台筹款在千万级，分
别是轻松公益 2600 万元、 联劝
网 2034 万元、公益宝 1332.72 万
元。

11 家平台总的捐款人次达
到 35.7365 亿次。 最高的是淘宝
公益 32.8 亿元，这些捐款得益于
淘宝平台消费者每购买一个产
品商家会捐出一笔钱的设置，共
涉及 3.4 亿消费者、142 万商家。

其次是蚂蚁金服公益的 2.7
亿次，腾讯公益的 1912 万次。

尽管其余平台的捐款人次

大多在 100 万以下，但不少平台
的单笔捐赠额比较高。 联劝网的
平均单笔捐赠额就达到了 138
元———来自其超过 14 万专门为
了公益而注册的捐款人。

基金会筹款呈现强者愈强
态势

多家平台公布了 2018 年上
半年在平台上筹款额排在前列
的慈善组织。 从公布的情况来
看，呈现强者愈强的态势。

以腾讯公益、 淘宝公益、蚂
蚁金服公益为例，3 家平台前五
名共 15 个名额， 实际上只有 10
家慈善组织，包括儿慈会、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深圳市慈善会、儿基会、中国扶
贫基金会、壹基金、浙江妇女儿
童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上海仁德基金会。

其中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
基金会在三家平台都进入了筹
款额前五名，儿慈会在腾讯公益
更是排在第一。 壹基金则进入了
淘宝公益、 蚂蚁金服公益前五
名，在蚂蚁金服公益排名第一。

在腾讯公益，排名前五的儿
慈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
德基金会、深圳市慈善会、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募集善款超

过 2 亿元，接近全部 4.15 亿元善
款的一半。 儿慈会和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筹款额均超过 6000 万
元。

为中小机构提供更多服务

出现强者愈强的态势，与公
益组织的互联网募款能力不强
有一定关系。 为了提高公益组织
的募款能力，为更多中小组织服
务，各平台提出了一系列公益赋
能措施。

腾讯公益发起了“我是创益
人”大赛，为公益组织提供数据、
技术、资金、传播支持。 其 99 公
益日活动通过配捐为中小机构
发起项目实施互联网筹款提供
了更多机会。

淘宝公益和蚂蚁金服公益
则采购了第三方机构的服务，专
职为慈善类公募组织提供入驻、
咨询、培训和辅导的支持。

新华公益则走出了北京，在
15 个省市与近 2000 家社会组织
通过路演分享互联网筹款的传
播技巧以及推介新华公益在线
募捐服务平台。

联劝网对中小机构提供全
方位的筹款支持，包括开展线上
筹款培训、协助对接公募慈善组
织、线下筹款活动方案设计的一
对一指导、挖掘社区资源引入社
区企业配捐资金等。

更加多元的捐赠方式

随着平台与慈善组织、公益
机构的合作逐渐深入，捐赠不再
局限于现金，越来越多的捐赠方
式开始出现。

在蚂蚁金服公益，公众网购
可以捐赠、 理财收益可以捐赠、
行走步数可以捐赠，向蚂蚁森林
项目这样种树也可以捐赠。

在淘宝公益，公众可以通过
购物让商家进行捐赠，也可以直
接购买公益宝贝的虚拟产品进
行捐赠。

在京东公益，慈善组织可以
直接募集物资，公众也可以捐赠
衣服、图书等闲置物资。 2018 年

上半年京东公益平台除了现金
之外还募集了 62 万件的物资。

在联劝网等平台，公众还可
以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不仅做捐
赠人， 还可以做项目的募款人，
帮助公益项目募集更多善款。

更多信息核实与公开

在推进互联网公开募捐的同
时，平台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
这些问题，更多信息核实与公开机
制的建立成为平台的共识。

根据平台接到的举报投诉，主
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筹款信息不
准确； 项目信息公布不及时不准
确； 同一项目在不同平台重复募
捐；公募慈善组织拨款不及时等。

针对公众关于信息透明的
诉求，很多平台尝试建立更加有
效的机制。

腾讯公益上线了“冷静器”功
能，在捐赠前，会弹出一个“透明
度提示”的消息框，点击后可以查
看立项时间、 执行效果、 财务披
露、 项目进展等信息， 确认知情
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捐助。

蚂蚁金服公益、轻松公益则
引入了区块链技术，使善款信息
不可篡改、全程可见。 中国扶贫
基金会在蚂蚁金服公益上发起
的顶梁柱项目就使用了区块链
技术，使得筹款、投保、理赔数据
一目了然，不可篡改，全过程透
明。

公益宝则支持湖北省慈善
总会发起了医疗救助项目，通过
打通医院、慈善会、平台三方的
系统，让医院对个人求助者医疗
信息进行核实，从源头保证了信
息的真实性。

在舆情处理方面，蚂蚁金服
公益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通过
微博、新闻、网站、媒体、客户端
等渠道实施全面检测；通过蚂蚁
金服公益平台举报功能、蚂蚁金
服公益生活号、蚂蚁金服公益微
博等渠道实施用户反馈定向收
集；平台指定专人负责检测和第
一时间响应并跟进处理，及时发
布处理进展；同时与媒体保持有
效互动与沟通，并及时向主管部

门汇报。

对四家平台提出要求

7 月中旬，民政部依据《慈善
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基本管理规范》、《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
规范》两项行业标准，兼顾日常
巡检、投诉举报受理情况，组织
专家对 11 家平台 2018 年上半年
工作报告及运营情况进行了评
审和质询。

在肯定腾讯公益、 淘宝公
益、蚂蚁金服公益、京东公益、公
益宝、新华公益、轻松公益、联劝
网等平台上半年工作业绩的同
时，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要求
轻松公益平台在做好慈善募捐
的同时，主动宣传慈善募捐与个
人求助的区别，进一步加强个人
求助类信息的审核甄别和公示
力度，引导理性施助，鼓励建立
筹款人失信黑名单，防范法律和
道德风险；

要求百度公益平台进一步找
准定位、提高效能、主动服务，发
挥与公众预期相称的平台作用；

要求新浪微公益平台进一
步提高服务意识，继续向慈善组
织提供无差别、多维度的募捐信
息发布和传播服务；

要求广益联募平台进一步
辐射周边、服务全国，为更多慈
善组织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同时，新指定的美团公益等
第二批 9 家平台已按规定于 6
月底前全部上线运行，开始为慈
善组织提供互联网募捐信息发
布服务。

下一步，民政部将持续贯彻
落实《慈善法》及相关规章制度、
行业标准， 积极发挥各方作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压实平台主
体责任， 推动 20 家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加强规范化建设，积极
为慈善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提供
募捐信息服务，引导平台助力地
方中小慈善组织能力建设，探索
开展行业自律和第三方监管，推
动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健康有
序发展。

� � 腾讯公益设立了“冷静器”，通过财务披露组件加强了募款项目的信息公
开（网络截图）

� � 在线捐赠方式越来越多元化，行走捐、阅读捐、购物捐、企业配
捐、虚拟游戏捐等创新方式受到公众欢迎（网络配图）

� � 8 月 8 日， 民政部发布了对第一批 11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的 2018 年中考核情况。

2018 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的第一批 11 家（原有 13 家，后退出 2 家）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全国 992 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超过 1.1 万条，35.7
亿人次网民关注和参与，共募集善款超 9.8 亿元。

在年中考核的基础上，民政部对轻松公益、百度公益、新浪微公益、广益联募
四家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

11 家平台提交的半年报告显示，基金会募款呈现强者愈强的态势；捐赠方式
越来越多元；信息公开功能越来越完善，出现了区块链、“冷静器”、财务披露组件
等一系列技术和管理创新；相关平台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开始为中小型慈善组
织能力建设提供支撑，包括提供平台入驻、咨询、培训、辅导以及技术、资金、传播
等方面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