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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榜系列榜单将在京隆
重发布。 作为其中比较“年轻”的
榜单 ，基金会榜的出现 ，填补了
同类榜单的空白，也越来越受到
各大基金会的青睐。

推出两年来，这张基金会榜
单在记录主流基金会年度收支
情况的同时，也积极探索新的排
名依据 ，透明度 、传播度等都曾
成为该榜单的辅助考量因素。

今年，基金会榜的数据征集
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在此期间，慈善榜办公室也发现
了这一年来，基金会在筹款方面
的最新趋势，这些趋势必将成为
新一届基金会榜单的看点。

如今，基金会的公募资质也
不再是一种绝对优势，基金会之
间的竞争也不再是公募资质的
竞争，而是自身能够提供的专业
化服务和资源对接等方面的竞
争 。 我们常说基金会存在两个
“顾客”， 即资源方和受益方，基
金会需要主动分析所面对的筹
款市场，通过设计活动来吸引捐
赠人或培养潜在的捐赠人，包括
细化分析筹款市场、分析捐赠人
的需求和社会需求，并努力满足
他们。

那么 ， 在机构的实际运作
中，各家基金会是如何对接两个
“顾客”的？ 2018 年各家基金会的
筹款成绩如何？ 在筹款工作中做
出了哪些努力和试错？ 在与各家
互联网筹款平台的合作中有着
怎样的使用感受 ？ 对于 2019 年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局面将做
怎样的应对和保障？

带着这些问题，《公益时报 》
记者走访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和北京新
阳光慈善基金会，通过它们在月
捐 、捐赠人建议基金 、议题筹款
等手段上的尝试，回应各家筹款
机构所共同关心的以上问题。

筹款数据哪家强？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
简称“联劝公益”）作为一家民间
发起的资助型公募基金会，一直
把“联合劝募，支持民间公益”作
为机构的使命，近三年来筹款额
连年攀升，2018 年筹款额增长尤
其凸显，其中合作企业的捐赠不
断上升，公益组织的合作也不断
上升。

2018 年年初， 联劝公益制
定的筹款目标为 8700 万元，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收入
达 1.108 亿元， 较 2017 年增幅
达 42%，其中捐赠收入为 1.062
亿元， 增幅达 41%。 总支出为
7307 万元，较 2017 年总支出增
幅达 6%， 公益支出为 6620 万
元，增幅达 4%。投资收益为 300
万元左右。

据联劝公益副秘书长肖洁
透露，2018 年联劝公益之所以取
得筹款好成绩，主要因为经过三
年的战略调整后有了厚积薄发

的增长。 在过去几年的战略调整
中，联劝公益从一开始跟全国公
益组织合作，调整为专注长三角
地区公益组织的深度合作，培养
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 并且逐渐
将筹款的比重从企业捐赠转移
到互联网筹款，并将公益组织从
被资助方变成了资源的撬动方。

专注儿童素质教育的上海
真爱梦想基金会（以下简称“真
爱梦想”），2018 年筹款额稳步攀
升， 真爱梦想 2018 年年初制定
的筹款目标为 1.7 亿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收入达
1.77 亿元，捐赠收入包含政府配
资及服务收入在内共计 1.68 亿
元，其中企业筹款约 5800 万元，
较 2017 年增长 38%，公众筹款超
4600 万元。总支出为 1.4 亿元，捐
赠支出为 1.3 亿元。 经理事会表
决通过利用合理的投资组合和
银行活期理财，2018 年投资收益

达 971.8 万元。
自 2015 年至今，真爱梦想的

筹款额呈连年稳步攀升态势，这
得益于真爱梦想筹资结构的多
元化。 真爱梦想秘书长宿彦慧认
为，不断发展的专项基金、联合
劝募及政府采购、捐赠人前中后
期的合作服务、触达公众的多元
众筹模式等，是真爱梦想筹款额
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
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
“新阳光”）总收入 6735 万元，捐
赠收入为 6665 万元， 其中公众
筹款为 3147 万元， 互联网筹款
占公募筹款的 47%。 总支出为
6629 万元， 捐赠支出为 6466 万
元。 投资收益约为 60 万元。

值得肯定的是，新阳光“联
爱工程” 自 2017 年发起至今一
直作为机构的工作重心，通过近
两年的努力，推动了儿童白血病

治疗药物培门冬酰胺酶纳入国
家医保目录，每年帮助患者节省
治疗经费 2 亿元到 3 亿元。

在企业和机构捐赠方面 ，
2018 年联劝公益来自企业的大
额捐赠并没有新的突破，在联劝
公益的历史上企业捐赠多以 50
万为中位数。 据肖洁透露，2018
年突出的几笔大额捐赠分别来
自汇丰银行、海天量子以及立邦
三家企业，其中汇丰银行捐赠近
1000 万元用于支持全国社区建
设。 真爱梦想近两年在大额捐赠
方面的突破主要是实物捐赠呈
显著的上升趋势，2018 年的大额
捐赠中以惠普打印机的实物捐
赠较为突出。

由此来看，公益机构若想持
续获得企业的大额捐赠，应做到
对企业的商业和运营模式做深
入了解，从而提升商业沟通技巧
和跨界合作能力，以及加强品牌
意识和运用品牌的能力。 此外，
无论是通过邮件或内部刊物让
捐赠人看到其为社会带来的改
变， 或者让捐赠人参与公益项
目，又或者以志愿者身份通过实
际行动参与社会的改变，都是吸
引长期及大额捐赠的方式。

“99 公益日”俨然已经成为
公益行业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
最广、场景最多元化的现象级全
民公益行动日，也成为了众多公
益机构筹款的主要来源。 然而，
经过三年的实战和探索，在 2018
年的 99 三天“抢夺战”中联劝公
益和新阳光不谋而合地都选择
了减少投入精力。

联劝公益 2018 年筹款额加

上配比约为 1100 万元， 共计发
动了 133 个公益项目， 支持了
116 家 NGO 伙伴。 相较 2017 年
筹款额虽基本持平，然而筹款的
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数量是下
降的。 谈及原因肖洁认为有三
点， 一是过去三年中 99 公益日
消耗了很多公益组织的热情，包
括资源和主观能动性；二是随着
项目的不断增加，分布给各公益
组织的资源正逐渐递减；三是通
过其他途径做更好的资源有效
利用。

新阳光在 99 公益日中共上
线 22 个项目，支持了 6 家 NGO
伙伴，获得了 85 万人次的支持，
募集善款 1651 万元。 据新阳光
发展部总监李婧透露，2018 年新
阳光开始减少 99 公益日的筹款
目标， 一方面出于项目执行考
虑，必须要保障执行跟得上筹款
体量；另一方面，新阳光希望募
捐渠道的多元化，规避过于依赖
单一筹资渠道的风险。

筹款方面的探索及创新

筹款若想做到持久高效，创
新是必然的路径之一。谈到 2018
年在筹款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创
新，肖洁告诉记者联劝公益 2018
年在筹款方面更多的是倡导议
题筹款的方式，把同类的公益项
目打包起来，用跟平台合作的方
式做推广，形成规模效益。 此外，
开始深挖线下，做社群、捐赠人
培育，挖掘月捐，做捐赠人建议
基金等。

（下转 09 版）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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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联劝公益“一个鸡蛋的暴走”现场（图片由受访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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