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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电子捐赠票据是如何产生的？
� � 捐赠票据是捐赠者证明自
己进行了捐赠的最权威的凭证，
受捐机构也有义务为捐赠者开
具捐赠票据。 然而，在互联网捐
赠时代，要取得捐赠票据并不容
易，如今这一状况有望得到彻底
解决。

4 月中旬， 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开
出了首张电子捐赠票据。 捐赠者
完成捐赠填写相关票据信息后，
就可以收到一张和纸质捐赠票
据同等效力的电子捐赠票据。

那么，电子捐赠票据究竟是
如何开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
密？ 其他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
募捐平台要实现这一功能该如
何做？ 一个月过去了，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在蚂蚁金服公益
平台实现的推送给捐赠者电子
捐赠票据的功能运行状况如何？

每天 2000 张以上电子捐
赠票据

电子捐赠票据是如何开具
的呢？

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选择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我送
盲童一本书、 残疾儿童助养、脑
瘫儿童滋养计划、假肢矫形适配
救助”等项目进行捐赠。

在捐款成功页面（无论捐多
少都可以），点击申请捐赠发票，
填写发票抬头。 一般等待 10-20
分钟，就可以在支付宝发票管家
中收到电子捐赠票据。

有多少人会开具电子捐赠
票据呢？“现在我们每天网上公
众小额捐赠的开票量是两千
多张。 上线这一个月，开票量
超过 5 万张。 ”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宣传活动部副部长
常达表示。

“我们第一次补丁升级的时
候一直推迟到凌晨三点才开始，
因为每个小时都有人选择开票。
这一个月的量其实已经远远超
过我们去年在线捐赠纸质票据
的开票量了。 ”常达强调。

实际上，《慈善组织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
范》明确规定“平台应为慈善组
织履行开具捐赠票据的义务提

供便利，并为用户提供发票申请
渠道。 ”

但由于此前慈善组织开具
的是纸质票据，一方面，捐赠者
很多不知道可以开具发票，或者
知道但因为需要向慈善组织再
提交相关信息以开具并接收捐
赠票据而放弃了；

一方面，慈善组织开具纸质
票据耗时耗力。“例如像 99 公益
日这种，大家都来捐，然后要票
的人也挺多，财务一个个填捐赠
人信息一张张打印，这得打到什
么时候。 ”常达表示。开具之后需
要寄送，寄送成本很多时候甚至
高于捐赠额。

小额捐赠的票据问题越来
越成为许多慈善组织的“不能承
受之重”， 蚂蚁金服公益平台负
责人刘琴表示，很多机构不得不
通过设置捐款最低限额才开发
票、提供票据，这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机构的公信力。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就曾表示：“个人捐款比例低
一直是困扰我国公益行业发展
的难题，毫无疑问，捐赠电子发
票的推广有助于提升公益慈善
机构的透明度，推动我国小额捐
款的增长。 ”

电子捐赠票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捐赠者拿到的电子捐
赠票据究竟是如何开具， 又是
如何推送到捐赠者手中的呢？
据常达介绍， 这其中涉及捐赠
者、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财
政部票据监管中心、 蚂蚁金服
公益等多方。

第一步，捐赠者在蚂蚁金服
公益页面申请捐赠发票时需要
填写发票抬头。

第二步，蚂蚁金服公益会将
捐赠者的相关信息推送给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业务系统，
基金会会根据交易订单号自动
核实捐赠是否付款成功。

第三步，基金会开具生成含
有单位签章的票据信息后，通过
系统自动上传到财政端，财政端
验证电子票号唯一性、单位签名
有效性无误后，追加财政监制签

章，制作生成完整的财政电子票
据。

第四步，票据被推送给基金
会和支付宝的发票管家。 捐赠者
的支付宝里收到提示，就可以点
击票据管家去查询了。

由于整个过程是系统自动
完成的， 还减少了人为的干预。
“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是通过加密
来传输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几方
也是不会获得用户的真实的手
机号码，充分保证每一个捐赠人
的隐私。 ”常达表示。

从试点到全面普及

据常达介绍，考虑到有些地
区可能还没有开展电子票据试
点，所以基金会保留了纸质票据
的开具功能，“开了电子票之后
我们的财务人员还是可以给捐
赠人换开纸质票据。 ”

常达提到的试点， 是指从
2017 年开始的财政电子票据管
理改革试点。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稳步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
理改革的试点方案》提出，要实
现财政电子票据开具、 管理、传
输、查询、存储、报销入账和社会
化应用等全流程无纸化电子控
制。 即以数字信息代替纸质文
件、以电子签名代替手工签章。

首批选择北京、 黑龙江、浙
江（宁波）、福建（厦门）、贵州、云
南、湖南、重庆等地区，国家开放
大学、 华侨大学等中央单位，试
点开展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工作。

2017 年底，财政部又选择了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第二批
试点地区和单位。

2018 年 11 月， 财政部发布
了《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
管理改革的通知》， 要求将财政
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推广至所在
地区的全部单位和全部财政票
据种类。

“向小额捐赠人推送电子捐
赠发票， 是顺应信息化的大趋
势。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
书长张雁华表示。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就
是在看到财政部推广电子票据
的文件之后， 在 2018 年年中开
始启动电子捐赠票据的工作的。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已经
可以感知到这一点———很多城
市居民在就餐之后都已经可以
开具电子票据。

电子票据替代纸质票据已
经是大势所趋，公益慈善行业也
不可能例外。 尤其是，电子捐赠
票据的开具，将为公众小额捐赠
减免税提供便利。

“有了电子捐赠票据，财政
部门、 税务部门很容易就能进
行核实。 从捐赠到电子捐赠票
据到电子票据线上办理抵扣
税，这条线如果都通了，那我觉
得其实能反过来促进我们国家
个人的小额捐赠的发展。 ”常达
强调。

机构如何申请开具电子票据

对于慈善组织和互联网公
开募捐平台来说，实现电子捐赠
票据的开具功能已经是早晚的
事。 那么，究竟该如何实现这一
功能呢？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已经趟出了一条路子。

作为电子捐赠票据的开具
方，慈善组织首先要行动起来。

具有捐赠票据领取开具资
格的慈善组织可以向财政部门
申请在线开票功能。 表单、申请
流程等在财政部票据监管中心
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

“财政部门一直是很积极地想
要推动电子票据的事情，而且也是
希望能有更多的行业、更多的领域
来使用电子票据。 ”常达表示。

据常达介绍，由于此前并没
有开具过电子捐赠票据，在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申请后，财政
部票据监管中心制定了电子捐
赠票据的票样，为其他机构的申
请扫清了障碍。

在提交申请后，财政部信息
网络中心会在 10 个工作日内为
单位制作 UKey，单位使用 UKey
登陆财政票据管理系统开具票
据。（简言之，每次登录财政系统
的网站开票）。

单位也可以采购签名验签
服务器， 申请进行系统对接，之
后通过系统对接方式开票。（简
言之，可在自己的系统开票）。

开出电子捐赠票据之后就
可以推送到捐赠者了。 到这一
步，其实电子捐赠票据工作已经
完成了。 不管是小额捐赠者，还
是大额捐赠的企业与慈善家，都
可以在捐赠后提供信息给基金
会， 由基金会开具电子捐赠票
据，再发送给捐赠者。

如何实现互联网即时票据
推送

基金会能够开具电子捐赠
票据，不等于互联网捐赠者就可
以实时获得捐赠票据。 如何实现
这一步呢？“我们多想了一步，就
是有了电子票怎么给 C 端的用
户去发送。 我们用了很长开发周

期去想怎么样能满足这一点。 ”
常达表示。

这就需要实现基金会、互联网
公开募捐平台、财政部票据监管中
心三方的对接。“我们在向财政部
票据监管中心申请的同时，找到了
支付宝这边，他们也很积极，说早
就想做这事儿了。 ”常达表示。

蚂蚁金服公益开发了申请捐
赠发票的功能， 让捐赠者在捐赠
后可以填写发票抬头； 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在原来的捐赠管理
系统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升级和
改造； 财政部票据监管中心分别
和基金会、支付宝进行了对接。

“这等于是一个三方联动的
过程。 ”常达强调。

系统改造之后，三方进行了
联调， 做的最多的是压力测试。
“因为互联网捐赠的量很大，如
果上线以后很多人开票，几方的
服务器能不能负担得了？ ”常达
强调，“我们怕一旦垮掉了、瘫
了，公众可能不会理解，会觉得
这是不是骗人的。 ”

为此进行的峰值测试从十
几万、30 万，到 60 万，一点点不
断提升。

“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其
实一直是站在捐赠人的角度在
思考，就是捐赠人需要花多长时
间可以收到这张票。 ”常达表示。

最终基金会选择的是 T+0的
方式，来实现电子票到用户端的获
取。 经过一个月的运行，基本上可
以做到捐赠者申请后 10 到 20 分
钟就可以收到电子捐赠票据了。

“小额捐赠者能够及时获取
票据， 可增强其捐赠现实感，这
也是基金会落实捐赠者服务的
一个重要举措。 ”张雁华强调。

经过实现了这些功能，但其
成本并没有太高。“其实还是用
基金会现有的网络资源在做，我
们并没有太多的额外的网络资
源去投入进去。 ”常达表示。

“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跟
各方谈的就是我们不是做一个
特例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做出来
之后，其他基金会是可复制的。 ”
常达强调。

下一个慈善组织、下一个互
联网公开募捐平台会是哪家呢？
我们拭目以待！

互联网电子捐赠票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