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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崛起的筹款力量：深圳市慈善会
今年，作为新杀出的一匹“黑

马”，深圳市慈善会在今年 99公益
日三天的机构排行榜中一直稳居
第二，在中国慈善会系统中排名第
一。 据最新数据显示，该机构在今
年 99 公益日中携手 3,014,944 人
次共筹得 60,306,186.84元（不含企
业配捐）。

谈及人气排行的科学性，深
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秘书长
房涛表示，以往都是按照额度排
名，今年以人气进行排行，将 99
公益日募捐的本质意义通过可
评估、 可量化的数据体现了出
来，较具科学性。

在今年的 99 公益日募捐过
程中，为何深圳市慈善会表现突
出？ 究竟是“幸运所使”还是“早
有准备”？ 又有哪些经验可供参
考和学习？

提前三个月进入准备工作

常言道，成功是留给有准备
的人。 据房涛介绍，在今年 99 公
益日来临前，深圳市慈善会提前
3 个月进入准备工作， 并成立了

“99 捐实战小组”，全职人员共计
6 人。

“我们机构原本的优势是政
府资源和企业捐赠，自去年 3 月
28 日换届选举后，理事会制定了
一个规划，即：提升线上捐赠比
例。 ”房涛认为，重点还是需要提
升公众的参与度，以及公众对慈
善的认知、接纳和行动。 在善款
的体现方面，善款来源更多地体
现在线上，因此，在今年的 99 公
益日期间，筹资部成立了“99 捐
实战小组”， 提前三个月开始做
大量的准备工作，进行了相关业
务知识的培训。

据房涛介绍，主要开展的准
备工作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策略方面，聚焦国
家重点战略，同时聚焦机构的使
命、宗旨和优势资源。

第二，作为深圳市枢纽型的
资助型慈善组织，树立了两个目
标：一方面，要清晰资助的本质
意义， 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另
一方面， 强化资助的使命和定
位，具体表现为：最开始的项目
策划、99 公益日期间上线项目的
遴选、人力资源的培育、上线之
后如何找到企业的配捐、如何解

读游戏规则、如何和利益相关方
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如何对过
往的项目进行条理化梳理、过往
的积累型项目如何做公众的回
馈。

第三， 与 50 多家企业进行
对接，为项目进行配捐。 去年主
要表现为定向捐赠，今年重点注
重资源整合，因此，共对接 50 多
家企业对上线的项目进行配捐。

第四，除了做区域枢纽型的
资助型慈善组织，还做了三个垂
直细分版块。

一是精准扶贫， 主要解决重
大疾病、预防重大疾病。对于每个
家庭、每个孩子而言，重疾是导致
家庭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
社区公益， 重点推进全市社区基
金和社区基金会培育、孵化、监管
的工作， 并开展大量线下社区公
益劝募和慈善主题宣传活动；三
是“党建+扶贫”，把党建和及时发
现、 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问题相
关联，扎根人民群众当中，帮助和
改变老百姓当下的生活， 与人民
群众利益紧紧捆绑。 这三个垂直
细分版块清晰地将使命、 定位和
国家战略相关联。

大幅度超额完成目标

深圳市慈善会今年筹款效

果最好的项目是“重症地贫儿
紧急救助”。 房涛告诉记者，该
项目之所以取得较好的筹款成
绩，其主要原因：一是有一支很
好的项目团队———德义基金 ，
该团队人员足够努力且勤勉；
二是该项目所集小红花数量在
腾讯平台位居第一位，在 99 公
益日募捐开始之前就把项目的
普及、公众的认知做好了；三是
众集小红花使得腾讯配捐倍数
加大成为大概率事件， 加之严
格按照腾讯游戏的规则设计去
执行，结果自然是可喜的；四是
因为是重大疾病项目， 公众比
较有同理心， 这也是很重要的
一点。

据房涛介绍， 在 99 公益日
募捐开始的第一天，多个项目就
完成了超过 60%的筹款目标。其
中， 深圳市慈善会德义基金的
“血液肿瘤儿的呼唤” 项目完成
了 98%的筹款目标，“僧众大病
医药费”项目完成了 90%的筹款
目标。

由于项目广受爱心网友的
支持，在 99 公益日第一天，就有
23 个慈善项目纷纷提出了上调
筹款额度的需求。 其中，在 100%
超额完成筹款目标后，深圳市慈
善会长城慈善基金的“贫困生助
学奖学援助”对接负责人、其发

起企业长城证券扶贫专员孙澄
清从 10 时 47 分起就紧急多次
联系深圳市慈善会 99 公益小
组，申请提高筹款目标。

在今年 8 月 30 日的理事会
上， 深圳市慈善会定下的 99 公
益日筹款目标为 4000 万元。 而
截至 99 公益日第二天， 该机构
便已筹得 3979 万元， 几乎完成
所设目标， 至三天活动结束时，
这一数字更超过了 6000 万元。

推动新公益方向

房涛告诉记者，超额完成筹
款目标已经不是难事，但她依然
有危机感，“希望在新公益方向
上的权重能够有更大的提升”。

据房涛介绍， 在今年上线
的 101 个项目中， 项目类型是
丰富多彩的， 其丰富性在今年
的热门机构排行靠前的 10 多
家机构中也是靠前的。 项目涵
盖了传统慈善公益、扶贫济困、
重大疾病、环保、社区治理、社
会创新、新教育板块、新公益方
向等。 虽然项目非常丰富多彩，
但是总体而言， 在获得的人次
和捐赠额的结构上， 还是传统
项目的比例较大。

虽然说，传统的项目更容易
引起公众的共鸣和行动，但对房

涛而言，深圳这
个城市应该在
新公益慈善方
向上有更多的
探索和实践。 她
的理由是，深圳
是一座慈善爱
心之城，深圳民
政积极引领慈
善事业、推动扶
贫攻坚和社会
治理， 上周，深
圳市还因实现
公益慈善跨越
式发展而荣获
CCTV 年 度 慈
善特别奖。

谈及深圳市慈善会在 99 公
益日募捐方面的经验，房涛告诉
《公益时报》记者：

第一， 基于机构本身的理
念， 需明确 99 公益日募捐如何
上升到科技对公益的力量，再上
升到机构的使命、宗旨、优势及
劣势的分析。 要突破短板，上升
到机构的捐赠额和公众参与之
间的价值诉求。 此外，需深刻思
考， 在思想上站得高看得远，明
确机构规划中的定位，达成团队
共识。

第二，要有踏实、努力、拼搏
的团队，真正热爱和付诸于行动
的团队。 做慈善需用热爱、勤勉
去向上、向善，再强调创新和概
念。 若对慈善事业没有透出骨子
的热爱、足够的勤勉，很多想法
容易徒留表面，空为概念。

第三，不断向同行、优秀先
进的组织、团队、上线的 NGO 组
织、合作伙伴、企业去学习，因为
有他们的资源投放，才会有深圳
市慈善会的成绩。

从推动募捐到解决社会问题

谈及对 99 公益日的看法，
房涛给予了腾讯较高的赞赏，她
说：“腾讯作为科技型企业，拿出
资金和整个企业的影响力去做
社会动员， 推进慈善文明进程，
以科技能力推动慈善公益人人
化解决方案，这是非常宝贵的。 ”
房涛认为，“人人公益”需要很大
的成本去做解决方案，腾讯作为
一个科技型企业，用过往的科技
积累， 拿出自身的核心优势来
做，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为
此， 大家应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在推动人人公益的路上多给予
理解和宽容。

“爱的坚守是自己的事情，
腾讯给予了很大的助力和平台，
是在履行腾讯的企业社会责任，
是在做腾讯本身的战略慈善。 而
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是因为自
己有爱的意愿和能力，所以在此
过程中，我们要坚守的是自己的
意愿和能力，每个人应该行动起
来，而不是耗费更多的精力去抱
怨或不予信任，这是我的观点。 ”
房涛说。

房涛告诉记者，这两天她一
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各个机构因
为 99 公益日获得了来自社会强
大的关注力，我们究竟是要把它
转换成社会问题解决的能力？ 还
是为获得的资源无条件鼓掌？ 又
或是注重 365 天每天内功的修
炼？

经过思考和总结， 房涛认
为，不管是 99 公益日平台，还是
公募组织，它们带领团队所筹集
到的善款，最后如何真正用于项
目的实施？ 如何跟进服务、陪伴、
孵化、再启蒙、迭代？ 这些项目最
后如何能够真正的解决社会问
题，从而进行公益理念和慈善文
明的倡导？ 这是作为公募性的慈
善组织，应该去思考和大量做工
作的。深圳市慈善会“99 捐实战小组”的成员在加班中

深圳市慈善会在线下发起的公众活动（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深圳慈善会 99 募捐项目的线下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