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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构建中国公益慈善新生态
� � 9 月 5 日是中华慈善日，如
今这个日子已经成为公益行业
的盛大嘉年华。 强势的互联网平
台的公益活动更是热闹非凡，典
型的是腾讯公益的“99 公益日”
和阿里巴巴公益的“95 公益周”，
不仅展示了它们自身的公益理
念和项目， 更是成为行业的平
台，以新技术、新连接、新模式、
新场景， 构建了行业的新生态。
以这些互联网技术企业的公益
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公益发展，
对中国公益慈善产生了巨大的
推动力。 如今，从全球范围看，中
国的互联网公益， 无论从体量、
活跃度、影响面，还是从创新性、
便利性、 跨界合作深度衡量，都
处于领先位置。

互联网对于公益发展的核
心推动价值主要在三个层面：一
是为公益组织提供低成本、广覆
盖、便捷性的筹款渠道、沟通渠
道、传播渠道，推动公益向全社
会普及；二是公益机构通过互联
网应用形成的大数据，可以为公
益项目设计、捐赠人分析等提供
支持，同时提升公益组织自身的
专业能力；三是通过互联网的场
景化应用，将公益慈善融入网络
公共服务、网络商业应用，持续
为公益慈善组织赋能，不断扩大
社会公益参与，提升公益组织的
开放度和透明度。

通过对这几年中国互联网
公益发展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发
现，中国互联网公益进入了新时
代，网络公益的法治化、场景化、
大众化、专业化、透明化、跨界化
特征更为明显，更多的具备互联
网基因的慈善组织诞生，场景化
公益更为深入，互联网创新更活
跃，公益行业的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公信力快速提升，公众参与
持续增长，各种社会创新不断涌
现，跨界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互联网”与“公益”的联袂，
将互联网的创新基因与公益向
善的力量相结合，不断推动互联
网公益迭代发展。 与互联网发展
同步，我国互联网公益本身总体
上经历了三个不断迭代的发展
阶段。

互联网公益 1.0 阶段的特征
是“公益+互联网”。 公益行业或
公益活动，只是把互联网作为其
使用的工具， 比如建立官网、官
微等， 使用互联网作为传播阵
地、筹资渠道、组织管理系统等，
公益与互联网的关系，是公益占
主导，互联网作为配合工具。 简
而言之，只是公益活动借助互联
网提升组织化程度及工作效率。

互联网公益 2.0 阶段的特点
是“互联网+公益”。 互联网与公
益的关系更为密切，互联网成为
主导，公益成为“互联网+”系列
的一部分，结合一起共同推进公
益事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互联
网公益活动，如果没有依托互联
网，在线下是很难乃至不可能发
生的。

2014 年夏天，风靡欧美搅动
互联网、娱乐、体育等各界的“冰
桶挑战”， 也以最快的速度被中

国公益界借鉴，在新浪微博上开
启了火热的中国版“冰桶挑战”，
最后带来了 800 多万元善款。 与
欧美“冰桶挑战”关注渐冻人不
同的是，中国版“冰桶挑战”由于
机缘巧合关注了瓷娃娃，而且在
游戏规则上变成被点名者在接
受挑战的同时也会捐款。“冰桶
挑战”不仅仅是让世人关注到了
罕见病，还从深远意义上给中国
公益界带来一次风暴式的洗礼，
同时也检阅了中国互联网公益
发展的最新高度。“冰桶挑战”以
其创新性、娱乐性、互联网化等
特征，刷新了公益的刻板面貌。

融为一体的 3.0 时代

互联网公益 3.0 时代则真正
融为一体，体现在公益本身带有
互联网基因，互联网也具有很强
的公益内在属性， 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而且开始呈现全面的互
联网特征，数据化、智能化、云端
化、开放式、交互性等，成为中国
社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典型
的案例是 2017 年 9 月的“一元画
廊”， 基于移动端的微信及其支
付，其 H5 在朋友圈刷屏，在 15
个小时内 578 万人次捐款超过
1200 万元，再次刷新中国互联网
公益高度。

还有典型的“蚂蚁森林”。
2016 年 8 月，蚂蚁金服对旗下支
付宝平台的 4.5 亿用户上线了这
款环保公益产品。 用户每日通过
乘坐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
燃气费、网络购票等环保低碳方
式，将计算成虚拟的“能量”栽种
虚拟树苗，当用户积累到一定能
量， 即可获得一棵真实的树苗。
每棵真实的树苗都将有独立的
身份编码，由蚂蚁金服联合阿拉
善 SEE 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
等国内环保公益机构在内蒙古
荒漠化严重的阿拉善、 库布齐、
鄂尔多斯等地区种植并培育，吸
引了大量用户参与。

我国互联网公益进入了蓬
勃发展的新时代。 越来越多的企
业社会责任机构和社会组织开
始依托互联网开展公益活动的
策划、传播、筹款、执行、公示、评
估等，各类网络公益创新应用层
出不穷，互联网公益社会效应不
断增强，在人员参与、筹集善款、
传播倡导和透明度等方面实现
全面提升。

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量
子通信、云计算、万物联网、交互
软件、移动支付、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深度应
用，中国已经开启全新的智慧社
会时代。 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 特别是移动支付的广泛应
用，不仅为公众带来便捷、助力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给环
境保护、扶贫济困、抗灾救灾、食
品安全监管等热点民生问题带
来新的解决方案， 也使得政府、
企业、社会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
更加开放协同、高效透明。

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互联网
传播快、受众广、影响大、效率

高、 成本低等优势将更
加凸显， 技术红利推动
社会各行业发展的同
时， 给正在高速发展的
中国公益行业也带来了
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在互联网公益 3.0
时代， 网络公益的法治
化、规模化、场景化、大
众化、专业化、透明化、
跨界化特征更为明显，
会有更多的具备互联网基因的
慈善组织诞生，场景化公益更为
深入，互联网创新更活跃，公益
行业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信
力将快速提升，公众参与将持续
增长， 各种社会创新不断涌现，
跨界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第一，公众参与持续快速增
长。 2017 年 8 月 4 日，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 40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到 7.51 亿人，半年共计新增网
民 1992 万人， 半年增长率约为
2.7%。 互联网普及率为 54.3%，较
2016 年底提升 1.1 个百分点。 手
机网民规模达 7.24 亿， 较 2016
年底增加 2830 万人。 网民中使
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 2016 年底
的 95.1%提升至 96.3%，手机上网
比例持续提升。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
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深度融合，成为促进我国消费升
级、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国家竞
争新优势的重要推动力。 而如此
持续增长的互联网用户量，奠定
了深厚的公益参与者基础，将为
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带来持续的
增长。

第二，互联网公益将进入更
快速发展阶段。 近年来，更多新
兴的组织和项目，从一开始就围
绕互联网设计方案， 从传播策
略、动员手段、筹款筹物方式、组
织形态等， 大多经过精心设计，
在互联网上开展，以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应
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公益 3.0 时
代，大量具备互联网思维、基于
互联网特质谋划、依托互联网平
台实施的公益组织及公益项目
将呈现井喷式发展。

从发展方向看，新的互联网
公益可能更好地兼顾社会目标
和商业目的，大量的社会影响力
投资基金将成为公益创投的发
起人，依托互联网运行的众多社
会企业将快速增长，成为中国公
益慈善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网络公益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 在规章制度方面，《慈善
法》通过之后的两年里，《慈善组
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
捐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办法》《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支
出和管理费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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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条例》 等一系列慈善
法配套政策文件先后出台或实
施。 还有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上线运行、中央网信办“网络公
益工程”、2016 年以来组织实施
网络公益工程等， 都为 2017 年
中国互联网公益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土壤。

2017 年，《社会组织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慈善
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慈善组织
信息公开办法(征求意见稿)》等，
都在公开征求意见、审议、制定
中，未来这些配套政策文件将会
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也将为互
联网公益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技术创新日益活跃

在公益组织和项目、参与人
数、政策等基础性要素不断发展
的同时，技术创新方面更是与之
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效应。

首先， 专业化程度不断加
深。 在专业化基础上， 灵析、玛
娜、米公益、志愿者打卡器、随手
记公益账本等互联网公益的支
持机构不断出现和发展，并且得
到了商业风险投资和社会创投、
社会影响力投资等的关注和投
资，逐步发展壮大，这些机构或
产品为互联网公益的发展提供
了丰富的专业化服务。

在基础技术设施方面，互联
网巨头将改善传统公益的链条，
从技术上让每个公益组织和项
目实现在线化、数据化、透明化，
继而重建了公益指标。 区块链技
术的进一步推广，有利于公益机
构建立起端到端、全过程、可执
行、可监控、可评估的公益解决
方案，将使公益捐赠全流程最大
化透明， 让每一份捐赠真实可
查。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在
公益项目精准匹配、用户画像等
方面大有可为。

其次，联合规模化公益应用
成为主流。“全民” 联动是 2017
年“99 公益日”的新突破点，一个
明显的举动是， 腾讯联手小红
书、转转、映客、回收宝、微拍堂、
悦动圈、富途证券等七家腾讯优
质生态系企业加入 99 爱心阵
营。 在“99 公益日”期间，用户在
买买买、看直播、跑步健身、理财
交易、二手交易、证券投资、艺术
拍卖等几大最常见生活场景里，

都可以轻松参与公益互动，为爱
奉献力量。

9 月 5 日， 在阿里巴巴公益
周“绿色，从每个改变开始”分论
坛上，蚂蚁森林宣布推出“绿色
星球计划”， 鼓励更多低碳场景
接入，同时号召政府机构、企业、
公益组织等共同参与到这场公
益创新中，为“全民低碳”提供更
多可能性。 此外还有滴滴、今日
头条、高德、美团、饿了么、钉钉、
摩拜单车、易宝支付等行业独角
兽与新兴互联网公司，也争先恐
后地参与到互联网公益的创新
竞争中。

未来，在大数据、AI 智能、区
块链技术等各个领域，这些互联
网公司都将开展激烈的竞争，达
到寸土必争的地步。 这些竞争行
为和现象，虽然不排除有很多商
业成分的考量，但对于互联网公
益来说，这都是福音。 外部的激
励和鞭策，使得这些互联网平台
只有不断迭代创新，不断为公益
行业和公众带来更好的服务，才
能获得发展和成功。

第三， 网络公益创新跨界
融合加速。 跨界融合是公益行
业的新风向。 跨界是创新的关
键，公益要与商业、金融、医疗、
科技、媒体、文化、教育、艺术、
制造业和环保等其他行业和产
业紧密结合， 走出行业相对封
闭的小圈子。“互联网+”本身就
是一个跨界的代名词， 它可以
与所有产业和行业产生化学反
应。 公益本身也具有这种功能，
公益将升级为“公益+”，通过创
新融合产生质变。

近几年， 在环保、 养老、助
残、扶弱、助学、青少年服务等方
面的公益需求井喷，刺激大量公
益基金会诞生。 这些公益基金会
以国企、民企以及知名人士个人
设立的基金会为主。 其中，经济
越发达的省份， 基金会越多，且
八成以上由民企创办。 有数据显
示，目前企业基金会数量占全国
基金会数量近 1/7， 其中， 制造
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金融
保险业为主要行业。

在互联网上，通过“公益+购
物”“公益+回收”“公益+运动”

“公益+艺术”“公益+理财”等，各
种“互联网+”与“公益+”的联袂，
将互联网的创新基因与公益向
善的力量相结合，未来将有无限
可能，不断推动互联网公益迭代
发展。

（据《南方都市报》）

� � 以 99 公益日为代表的网络公益项目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慈善事业
（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