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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互联网公益发展报告》发布

互联网公益进入 3.0 时代
近日，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

会工作局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国际公
益学院历时半年完成的《2017 中
国互联网公益发展报告》（以下
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总
结了 2017 年度中国互联网公益
发展概况，呈现了互联网公益在
新时代的发展脉络。

《报告》指出，中国互联网公
益发展历经了 1.0、2.0 阶段，在
2017 年进入 3.0 的发展阶段。 99
公益日筹款项目———“小朋友画
廊”在 2017 年 9 月，基于移动端
的微信及其支付， 刷屏朋友圈，
15 个小时内有 578 万人次捐款
了超过 1200 万元，刷新了中国互
联网公益纪录，彰显我国互联网
公益新变化和新能量。

近年来， 更多新兴的组织
和项目， 从一开始就围绕互联
网而设计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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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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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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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化公益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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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等几大最常见的生活场景里，
都可以轻松参与公益互动，为爱
奉献力量。

在 2017 年，网络公益直播也
成为风口，借助映客、斗鱼、快手
等直播工具，实现了更多公益动
员。

斗鱼自 2016 年就开始以“直
播+公益” 的形式助力公益事业
发展，公益主题涉及环境、扶贫、
志愿者等多个方面，映客直播的
“小映帮我”，以“分享最微小的
故事，上映最真实的温暖”为宗
旨， 通过自身行动让公益更透
明，联动明星、主播、网民向各大
公益机构共同践行公益， 截至
2017 年 8 月，映客已累计向公益
事业投入善款近千万元。 直播+
公益的最大魅力在于以直播为
平台、以公益为载体，全面激活
明星和粉丝的内在联系。 场景化
公益使人人公益的理念和价值
得以快速扩散。

在腾讯“99 公益日”之后，阿
里巴巴集团也在中华慈善日期
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95 公益
周”。 2017 年 9 月 5 日，阿里巴巴
集团向社会发出“人人 3 小时，
公益亿起来”的 3 场景化公益应
用成为主流倡议，并携手多家国
内知名公益机构、知名企业共同
开启此次“95 公益周”。

另外，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多

个业务部门也同步开展了各项
公益活动，蚂蚁森林发布公益开
放计划、阿里云启动“青山绿水”
计划， 还有由中国扶贫基金会、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三方共同
发起的“顶梁柱”公益项目等，也
足见阿里巴巴对于公益领域的
重视程度。

此外还有滴滴、 今日头条、
高德、美团、饿了么、钉钉、摩拜
单车、易宝支付等行业的独角兽
与新兴互联网公司，都在争先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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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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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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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公益创新融合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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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以国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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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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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将呈现井喷式发展（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