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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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99 公益日观察：参与者趋于理性，参与度有待考量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来，本报团队持续以媒体观察者角度对 99 公益日活动中的规则制定、机构参与、公众捐赠以及不良现

象等进行观察和比较，陆续推出系列报道，希望为该活动和整个公益行业提出可供参考的分析。
正所谓显微阐幽。
我们希望通过几年间的持续观察，以及活动各方参与者的反馈，最终对进入第四个年头的 99 公益日形成更

加全面、深入的理性思考。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腾讯公益在今年 99 公益日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向公众展示募款
机构的实时榜单、项目流水等关键信息，以开放的姿态支持这种行业性的探讨。

99公益日的规则每年都有大的调整，到今年更是条目繁复。实际上，我们认为，并不存在完美的规则，只有尚
待激活的爱心。 一个公益文化成熟的社会，其公益规则侧重应该是“避恶”，而不是“助善”。

我们连年将 99 公益日置于放大镜下观察，是因为，99 公益日集中展示了中国公益，尤其是捐赠这一敏感话
题在当下的特征、趋势；是因为，我们希望数年 99 公益日的最终结果，是真正促成公益在中国“人人化、常态化”
的氛围，而不是走向它的反面———使公众的捐赠行为愈发形式化、使捐赠资源愈加集中于少数机构。

我们相信，是同样的隐忧促使腾讯连续四年联合众多公益组织、商业机构、名人明星发动这场“爱心撬动
战”。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今年活动伊始，就有一众新崛起的力量在这届 99公益日上崭露头角。

本期开始，在对 99公益日期间一些现象继续展开讨论的同时，我们更愿意把更多篇幅用来分享机构和从业
者对于筹款的经验之谈。

感谢您对 99公益日的关注，希望您也加入到这场对中国公益的理性思考中来。

早在 7 月 12 日，腾讯公益发
布就了本届 99 公益日先行版规
则———今年规 则 主要由 配 捐
（2.9999 亿元腾讯基金会配捐+1
亿元非限定性配捐+爱心企业配
捐）和公益伙伴激励计划两部分
组成。 腾讯方称，变化后的规则
意图五个“鼓励”，鼓励健康合规
的筹资行为，鼓励公募组织做好
联合劝募工作，鼓励更多爱心企
业连接公众，鼓励公益慈善类组
织走到线下场景，鼓励优质案例

传播。
至 99 公益日正式开启前，腾

讯公益又陆续补充企业爱心加倍
卡、集小红花等功能，使得本届 99
公益日的“玩法”异常“烧脑”，因
此也被各方参与者称为“史上最
复杂的”一届 99公益日。

据本届 99 公益日活动结束
时腾讯发布的数据显示，7 日至
9 日期间，共有超 2800 万人次爱
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
善款 8.3 亿元，超过 2000 家企业

共捐出 1.85 亿元， 为 5498 个公
益项目贡献力量。 加上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提供的 2.9999 亿元
配捐金额、以及 1 亿元慈善组织
成长基金， 善款总计超过 14.14
亿元。

99 公益日“老牌劲旅”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募
款 116,998,248.83 万元（不含企
业配捐）、3,610,666 人次捐赠，在
所有参与 99 公益日募款的公益
机构中位列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往年，8
日和 9 日两天腾讯基金会 1 亿
元的配捐额度罕见地直至晚间
才告清空。

在捐赠这一话题日趋敏感
的当下，有一些担心始终围绕着
这一由众多公益机构、 企业、明
星发起的“爱心撬动战”。 但同
时， 我们更欣喜地看到 99 公益
日所取得的突破，尤其当这些突
破发生在新涌现的筹款“生力
军”上。

根据腾讯方发布的数据显
示， 在 9 月 7 日至 9 日的三天时
间里，共有超 2800 万人次的爱心
网友为 5498 个公益项目献出力
量。

而在 99 公益日的获助项目
中，教育助学类项目得到了最多
的牵挂与支持，在筹款金额中占
比 35.2%， 其次分别是疾病救助
类 34.5%、扶贫/综合类 26.1%、环
保及动物保护类 4.2%。 腾讯公益
还将拿出 1 亿元的配捐金额，用
于帮助和激励公益机构的长远
发展。

数据还显示，今年 99 公益日
共有超 2800 万人次参与捐款，是
去年的两倍。 在捐款总额与去年
较为接近的情况下，捐款人次的
翻倍意味着单笔捐助金额有所
降低， 这样的结果与 99 公益日
的初心———“积小善，成大爱”更
加接近。

99 公益日“老牌劲旅”中华少
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
称“儿慈会”）收获 116,998,248.83
万元 （不含企业配捐） 以及
3,610,666 人次的捐赠， 两项均在
所有参与 99 公益日募款的机构
中位列首位。今年，腾讯方发布的
实时榜单以“人气”为唯一衡量指
标，在儿慈会身后，有七家公募机
构收获的捐赠人次也超过百万，
它们依次是：深圳市慈善会、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华思源工程
扶贫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
金会、爱德基金会、上海市华侨事
业发展基金会、 河北慈善联合基
金会。

今年活动中， 企业配捐达到
18567.86 万元， 这离不开企业群
体对这一公益活动的看重。其中，
凯迪拉克以“为 39708 人次的爱
心加倍，筹得 3950455.70 元”的成
绩位居企业榜单首位，而为超过 1
万人次进行爱心加倍的企业共计
有 15 家。

据统计，今年共有包括凯迪
拉克、中国一汽、顺丰、Jordan 品
牌、58 集团、安踏、可口可乐、欧
莱雅、唯品会等在内的超过 2000
家爱心企业加入 99 公益日阵
营，这是企业是场景化公益的重
要平台。

以凯迪拉克为例， 共有全国
50 万车主携手超过 300 家经销商
和全体员工，齐心守护 G7 公路沿
线生态环境； 安踏体育携全国
3434 家门店， 让消费者与千万名
一线教师一同为边远地区的孩子
送去素养教育服务； 中国平安发
动全国 45 个机构、4 万余名员工、
代理人为乡村少年筹建“幕天人
人图书角”；膳魔师 200 余家重要
门店、专柜开展 99 公益日宣传活
动， 为守护七亿人水源地项目而
努力。

99 公益日的第四张“成绩单”
去年 99 公益日的第二天，腾

讯基金会 1 亿元的配捐资金在半
小时之内即被扫荡一空， 虽然堪
称火爆，但战时严重缩水，极大影
响了公众传递爱心的可持续度。
尤其很大一部分配捐额度被筹款
机构/项目以自身工作人员及志
愿者团队以大量的极小额捐赠
“套走”， 并未实现向公众的有效
传递，为业内所诟病。

今年，99 公益日的配捐规则
极为严格， 不仅限制获得配捐的
最低捐赠门槛、 限制获得配捐总
额上限、 不保证每笔捐赠均有配
捐， 而且在计算获取非限定性配
捐的人数门槛时， 设定去重规则
（即重复 ID 仅计算一次）。

值得肯定的是， 这样的规则
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套捐”的“性
价比”变得极低，从而使今年的配
捐消耗速度变缓， 让配捐更多地
面向公众、 面向较为弱势的公益
机构/项目，也让公众参与的数据
从“人次”向“人”发生转变。

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回避配捐
速度变缓的另一层原因。

99 公益日进入了第四个年
头， 虽然腾讯方今年开放规则制
定权力， 在活动细节上想足了办
法， 但活动的整体新鲜感已不如
往年。 加之今年过于复杂的游戏
规则， 和此前公益圈各种负面信
息的向外传递，以及“消费降级”

传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今年公众
参与 99 公益日的积极性有多少，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问号可
能不单打给 99 公益日活动本身，
更有可能打给今后一段时间内所
有的中国公益活动， 尤其是在考
量捐赠这一维度时。

今年 99 公益日期间，《公益
时报》记者观察到了一些迹象，虽
然不能 100%佐证这个问号，但可
供 99 公益日参与者及外界观察
者进行参考。

首先，99 公益日页面的公益
机构排行榜曾两度下线， 从第二
日起，这份排行的依据已由“人”
调整为“人次”，数字加大，但掩盖
了参与度上的问题；

其次， 活动进行途中及事
后， 均有不少公益机构方/项目
方感慨捐赠人数和获捐总额的
大幅下降；

再次， 腾讯公益虽然在规则
中声明不保证每笔捐赠都获得配
捐、配捐额度随机，但经记者多方
验证， 后两日的配捐速度在中午
至下午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刻意放
缓，接近傍晚时分又突然被加速，
此举不像是预先设定好的配捐比
例， 而是活动当中人为进行的调
整。 这一安排虽着实提升了公众
参与度，却有不公平之嫌，与规则
中所述的“随机”之义有所差异。

此外，《公益时报》 记者还了
解到部分企业爱心加倍卡出现了
活动中途随意更改倍数的现象，
这一行为未免过于“儿戏”。 有公
募基金会的负责人向记者反映，
从他们的角度看来， 爱心加倍卡
并没有实现连接更多公众的效
果，对募捐起到的作用存疑。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连续
4 年参加 99 公益日的爱德基金
会，该机构副秘书长凌春香表示，
由于前几年配捐期相对结束较
快， 这对机构伙伴的积极性有所
影响， 以致在前期动员阶段的工
作难度有些加大。

“（配捐）时间
太长也让机构有些无所适从。 ”凌
春香道出了她对腾讯基金会配捐
的时长过长的看法，她说，“配捐总
额度不变的情况下， 配捐时长越
长，捐赠者体验感越低。 又由于 1：
X的随机配捐规则， 长时段中，有
些大额捐赠者持续捐赠但配捐比
例低下，难免让人有些遗憾。 ”

据凌春香介绍，经过机构自
身测算， 今年 99 公益日 3 天，
爱德基金会配比额度分别约为
1:0.38、1:0.30 和 1:0.33，三天平均
配捐比例约为 1:0.35， 但这一数
字在 2017 年时约为 1：0.38。

去年，《公益时报》曾于 99 公
益日第二日凌晨发现疑似机器
“刷单”的“套捐”行为。 经本报报
道后， 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和腾讯
方的重视。

通过大数据分析、 举报核实
等多种调查方式，2017 年 10 月 10
日， 腾讯公益产品运营团队向外
界通报， 证实有 25,244 个账户、
234,775 笔捐赠、7,004,905 元捐赠
金额涉及异常行为。 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表示，具
体调查结果将于 2018 年第二季
度完成。目前，2018 年第三季度已
进入尾声，且新一届 99 公益日已
经拉开帷幕， 我们尚未看到对上
一届的这份调查结果。

今年活动期间，《公益时报》
记者随机抽取了部分热门项目
的捐赠流水， 未大面积发现有

“刷单”现象（注：腾讯公益产品
运营团队认为，一个普通用户 60

秒可完成 4 次捐赠）， 但也发现
某些热门项目下有大量 0.01 元
的捐赠，时间间隔数秒，多数来
自匿名网友，也发现有少数同一
ID 一分钟内捐赠 0.01 元达到 5
次的情况。

但对照今年的 99 公益日规
则， 小于 1 元的捐赠并不能获得
配捐， 而 1 亿元非限定性配捐的
捐赠人数门槛也统计的是去重人
数（即重复 ID 仅计算一次），如此
高频次的微额捐款的目的何在，
实在令人感到费解。

此外，今年 99 公益日页面的
账目显示在不同时段有着较大的
差异， 这一度令包括凌春香在内
的公益从业者感到疑惑。 9 月 8 日
零时， 微信公众号“腾讯公益伙
伴”发出的《致各位捐赠人、爱心
企业和公益伙伴的一封信》 让凌
春香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下转 10 版）

新配捐规则带来的影响

未见“刷单”，但仍有费解现象

� � 本届 99 公益日热门公益机构榜的前五名，其中儿慈会依然
表现“强劲” 公益机构榜单排名依据由首日的“人”（左图）变为次日的“人次”（右图）

图中 ID 为“菡萏锤”的用户在 1 分钟连续捐赠 5 次 0.01 元，但此
类现象在本届活动中已大面积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