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发展月捐和会员捐赠】

2018 基金会筹款成绩单（三）

月捐和会员捐赠获多家机构重视
在 2018基金会筹款成绩单（二）中，我们通过对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等几家基金会的筹款工作总结观察到，各家公益机构开始越来越重视及时向捐赠人汇报捐赠资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率，以及创造机
会让捐赠人参与到公益项目的执行进程中，营造捐赠人参与的平台或社群文化。同时，逐渐开始重视对捐赠人的维护。构建捐赠人
数据库、有针对性推送公益项目或将成为近两年筹款方面的重点工作之一。

本期，《公益时报》继续推出筹款专题，通过走访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为您解读三家机
构过去一年在筹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以及所尝试的创新和探索。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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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面对经济环境正在
发生的变化， 各家公益机构将做
哪些规划和保障工作？

刘选国认为， 对中国红基会
来说， 需要进一步拓展其服务模
式，创新筹款手段，寻找新的增长
点。 尽管大环境有经济下行的压
力， 但是公益慈善行业仍处于快
速发展的阶段，因此，只要满足不
同客户参与公益的需求， 形成差
异化、有创新性的公益模式，做到
公益项目设计新颖、 项目团队执
行能力强、对目标客户服务良好，
就可以在竞争性的公益筹款市场
获得品牌优势， 实现筹款额一定
程度的增长。

中国红基会 2019 年设定的
筹资目标，相较 2018 年筹资目标
计划增长 10%，针对该目标，刘选
国表示， 中国红基会将做如下工
作的规划：

第一，做好互联网部门的优
化， 调整互联网部门的人员结
构，加强互联网部门跟其他业务
部门的相互合作和支持，加强与
专项基金的相互配合，将已有的
成熟的公益项目在互联网平台
开展筹款；

第二，在企业筹款方面，加强
与企业的合作与服务， 做好大客
户的维护， 尤其是长期的合作伙
伴，多参加捐赠方开展的活动，为

合作伙伴多设计具有创新性、参
与感强、公益成效好的公益活动。
制定新的绩效标准， 机构正在尝
试引入“平衡记分卡”的方式来考
核各中心和员工的业绩， 其中重
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客户发展、客
户维护。 对于客户维护好的员工
给予奖励， 对于发展到新合作伙
伴的员工也给予奖励， 以此来拓
展新的合作伙伴、新的志愿者、新
的捐赠用户。

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9 年设
定的筹款目标为 6.37 亿元， 若想
做到这个体量，刘文奎表示：

第一，将扶贫项目向深度贫困
地区聚焦，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各类
公众动员项目，基层社会组织支持
和行业扶贫培训等形式，更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第二，加强内部治理专业化，
提升机构治理水平， 强化团队能
力和文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

中国福基会 2019 年计划筹
资 4.2 亿元，缪瑞兰认为，若想完
成这个筹资目标应做到：

第一，加强内部管理，通过服
务来促进对已有专项基金的管
理，多方位提供支持；

第二，加强品牌宣传的同时，
重视公益项目的公开透明， 加强
基金会的公信力。

【如何达成新一年筹款目标】

中国扶贫基金会自成立 30
年来， 累计筹集资金和物资达
58.52 亿元，机构围绕教育、健康、
产业等领域， 开展了一系列的扶
贫项目， 其受益贫困人口和灾区
民众达 3342.37 万人次。

2018 年年初， 中国扶贫基金
会制定的年度筹款目标为 6.13 亿
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
收入达 7.69 亿元， 捐赠收入为
7.33 亿元， 其中公众捐赠达 3.34
亿元，企业捐赠为 3.99 亿元，投资
收益为 3503 万元；总支出为 6.91
亿元，捐赠支出为 6.47 亿元。

2018 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筹
资额攀升显著， 捐赠收入从 2017
年的 5.82 亿元攀升至 2018 年的
7.33 亿元，这一年，以公众筹款攀
升最为突出，从 2017 年的 2.53 亿
元攀升至 3.34 亿元。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刘文奎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2018 年，基金会在公众筹款方
面通过加大线上互联网平台的筹
款力度，倡导公众关注脱贫攻坚。
基金会通过社群运维、 活动运维
来动员更多的公众参与“月捐”，
在为捐赠人做好便捷捐赠的同
时，注重对捐赠人的服务和反馈。
此外，机构以“捐一元·献爱心·送
营养活动”、“善行者”为例的线下
活动逐渐受到公众的认可。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
称“中国红基会”）多年来一直致
力于改善人的生存与发展境况，
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 促进世界
和平与社会进步。 在 2008 年汶川
地震、2010 年玉树地震的两个特
殊年份， 其社会捐赠曾一度达到
峰值，2018 年，机构再次创造了常
态化募捐筹资的最好记录。

中国红基会 2018 年年初制
定的筹款目标为捐赠收入 4.42 亿
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年
度总收入为 6.96 亿元，其中，社会
捐赠收入为 4.47 亿元， 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为 2.2 亿元，增值收益
2900 万元。 总支出为 6.09 亿元，
其中公益支出为 5.8 亿元。

2018 年， 中国红基的社会捐
赠收入从 2017 年的 3.1 亿元
攀升至 4.47 亿元， 这主要源
于企业捐赠的不断增长。

谈及筹资额连年攀升所
做的探索， 中国红基会副理
事长刘选国表示， 在经历了

“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负面影
响后，中国红基会于 2015 年
进行了项目中心制改革，依
据业务职能划分和捐赠方的
需求， 设立了 14 个业务中
心，以需求为导向、以筹资和
公益项目执行为重要指标，
进行绩效考核， 通过改革激
发了员工的活力；从 2017 年
起，把参与“一带一路”人道
援助作为机构的重要使命，

因此国际项目的筹款是近两年新
的增长点； 通过不断完善公益基
金、管理办法，来提升和改进对捐
赠企业的公益服务， 最大化满足
捐赠方的公益化需求； 随着国家
提出“健康中国”理念，围绕核心
使命“保护生命与健康”，吸引越
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这个领域的
项目合作中来。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
简称“中国福基会”）自 2008 年正
式开展工作十年来， 累计募捐总
额超 25 亿元。

中国福基会 2018 年年初制
定的筹款目标为 3.6 亿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收入为
6.53 亿元，捐赠收入为 6.32 亿元，
全年总支出为 5.65 亿元， 其中慈
善活动支出 5.57 亿元。

2018 年， 中国福基会的捐赠
收入比 2017 年增加了 0.75 亿元，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中国
福基会秘书长缪瑞兰认为， 除了
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 社会总捐
赠量增加的影响外， 中国福基会
一直坚持开门办会、 合作发展的
路径， 着力将机构打造为广大公
众参与慈善活动的公共平台、爱
心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专业平
台、 困境人士求助社会帮扶的救
助平台、 社会组织合作交流的发
展平台。

在企业和机构的捐赠方面，中
国扶贫基金会 2018年共计接受了
2914 家企业的捐赠， 捐赠额达
3.99亿元，其中千万级捐赠占机构
捐赠总额的 53%， 从 2017 年的 7
家增加至 2018年的 11家。据刘文
奎介绍，2018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
捐赠额超过 1000万元的企业分别
来自中国民生银行、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君康人寿保险、三星（中国）、
恒大集团等企业。 在 2914家捐赠
企业中，6%的企业（181 家、10 万
元以上）捐赠 3.89 亿元，占企业和
机构捐赠总额的 97%。 其中，十万
级捐赠占 9%、百万级捐赠占 35%、
千万级捐赠占 53%。

中国红基会 2018年的企业捐
赠达 4.02 亿元， 在中国红基会的

合作伙伴里面，医药企业、汽车企
业、 上市公司是其捐赠的主角，一
部分通过专项基金合作模式合作
已超十年，这类企业是每年捐赠的
重要来源。 刘选国认为，基金会通
过专项基金或通过专项公益活动
的形式为企业搭建履行社会责任、
参与公益的平台，企业动员上下游
合作伙伴、经销商、消费者参与公
益项目，满足他们公开透明、广泛
参与和达成公益目标等需求，他们
就会成为长期合作伙伴，大额捐赠
便可逐渐呈稳定态势。

中国福基会 2018 年的企业
捐赠为 2.73 亿元， 大额企业募款
一直是该机构面临的挑战，2018
年在大额捐赠方面，超过 1000 万
元的大额捐赠企业仅有一家———
小葵花药业集团，超过 20 万元的
企业捐赠达 147 笔。

“99 公益日”作为公益行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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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成为了各家公益机构筹款
的主要来源。

2018 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
“99 公益日” 共上线 138 个项目，
累计捐赠人达 39.88 万人次，共筹
集 2240.17 万元，所募善款支持了
89 家 NGO 伙伴。“2018 年，基金
会尝试议题联合筹款，以‘美好学
校‘项目作为切入点，联动 NGO
伙伴、企业、明星、大学生志愿者
来共同筹款，单个项目在 99 公益
日期间筹集善款 470 余万元。 ”刘
文奎介绍道。

中国红基会在“99 公益日”期
间发起“伙伴+计划”，总征集项目
161 个，上线项目 62 个，合作机构
为 47 家，总支持人次达 25.18 万，
总计筹款 804 万余元（含配捐）。

中国福基会在“99 公益日”共
上线 391 个项目， 支持 180 个
NGO 伙伴项目上线，获得了 210
万人次的支持参与， 筹集善款达
9986 万元。 其中，在“99 公益日”
前夕， 机构发起的“梧桐成长计
划” 在全国 7 个城市进行宣讲培
训，有超 200 家社会组织参与，总
计筹款 2800 万元。

随着互联网技术， 尤其是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 公益机构越来
越重视与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合
作， 重视发展月捐捐赠人以及会
员捐赠人。

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8年作出
的探索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互联网
筹款方面。刘文奎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2018 年基金会通过互联网
平台筹款近 3亿元，占机构筹资总
额的 40%。除了加强与第三方平台
的合作，共同开展基金会品牌项目
的筹款外，积极参与 95公益周、99
公益日等筹款活动。 同时，机构加
强官方网站和官微等自有的互联
网筹款，重点发展月捐人。

据刘文奎介绍， 中国扶贫基
金会 2018 年积极探索与第三方
平台策划并开展的公众筹资活
动，比如，在汶川地震 10 周年之
际发起“5·12 减防灾品牌周”“龙
门山穿越”等筹款活动，在中国第
五个扶贫日期间发起“1017 扶贫
日”活动。 同时，机构联动企业与
平台的力量，通过线上、线下共同
开展“捐一元·送营养·献爱心”等

筹款活动，并通过社群活动、企业
合作、渠道合作等方式传播“月捐
越快乐”理念，培养公众的捐赠习
惯， 倡导公众每月小额定期持续
捐赠。

谈及中国红基会 2018 年所
做的探索，刘选国认为，最为突出
的是与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
中心合作开通 999 人道救助热
线，旨在找准社会的公益需求。

刘选国说， 由于很多基层红
十字机构应用互联网的意识比较
淡薄，因此，中国红基会通过开展
全国红十字系统众筹扶贫大赛，
通过扶持扶贫对象开展电商的方
式， 帮助基层红十字会掌握互联
网筹款的知识、技能。 同时，机构
发展一批地方红会成为红基会做
互联网众筹的合作机构， 掌握了
来自一线最基层的需求；围绕 999
人道救助热线跟医院合作， 通过
医院的社工及草根 NGO 组织共
同为大病患儿筹款；通过“99 公益
日”活动，动员合作伙伴，尤其是
专项基金， 把合作伙伴的业务范
畴及需要救助的对象包装成公益

项目，以此来拉动企业的员工、供
应商、用户等一起筹款。

缪瑞兰认为， 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指尖公益” 越来越成
为公众参与慈善的主要方式。 中
国福基会与多家互联网募捐平台
开展合作， 通过公益项目连接捐
赠人与求助人， 通过公益活动积
累捐赠人的数量， 通过公开透明
的进展和反馈来提高复捐率，通
过不断地积累、重复、强化，使公
众的捐赠行为成为一种习惯。

当下， 各基金会所倡导的捐
赠模式逐渐在开始发生改变，相
对于一次性捐赠， 各家机构更多
地欢迎多次重复捐赠， 并鼓励捐
赠人成为机构的月捐伙伴。 可见，
捐赠人与机构之间的黏性、 持续
性和稳定性逐渐成为了各基金会
关注的焦点。

那么， 针对不同的捐赠人是
否应该做不同的筹资策略呢？ 刘
选国坦言，建立捐赠人数据库，开
展数据库筹款， 有针对性地推送
公益项目， 是中国红基会多年来
一直努力推动的工作。2018 年，基

金会专门成立了志愿服务项目中
心，对信息技术部提出要求，在基
金会的办公信息化系统中建设捐
赠人数据库， 以期在互联网筹款
以及小额众筹方面有新的拓展。

“针对捐赠企业，我们一般会
安排主任级别以上的管理人员直
接和企业对接， 必要时由理事长
亲自洽谈。 针对企业的捐赠我们
会给企业提供项目执行的报告。
在公众层面， 重视发展月捐捐赠
人。 ”缪瑞兰介绍道。

据《公益时报》记者观察，有
针对性推送公益项目是各家基金
会当下纷纷推进的一项工作。 此
外，在公众筹款方面，各机构越来
越趋于侧重发展月捐捐赠人和会
员捐赠人， 其筹款的终极目标其
实就是和捐赠者建立长期关系。
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最初以项
目为主，需要渠道、资源和推广，
用筹资平台的优势来吸引资源。
成熟的公众筹款靠每个机构不断
积累的中层捐赠人， 这就需要处
理好捐赠人关系， 并对这些捐赠
人进行深度维护和管理。

据民政部披露，2018 年来自
2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筹款
总额达 31.7 亿元。 随着第二批互
联网募捐平台的发布， 基金会在
与平台的合作上选择越来越多，
对于募捐平台在使用上的感受也
随之越来越深。

刘文奎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平台数
量增加后， 在与阿里巴巴公益、蚂
蚁金服公益、腾讯公益长期深度合
作基础上，2018 年扶贫基金会与
美团公益开展了“爱加餐筹款”、与
滴滴公益开展了“里程捐赠”等合

作。同时，增加了轻松公益、水滴公
益等 5家平台的合作。

中国红基会一直合作的互联
网募捐平台有轻松筹、腾讯公益、
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新浪公
益、滴滴公益、美团公益、水滴筹
和联劝网等 9 家平台。“腾讯公益
2018 年上线新平台， 功能上更加
完善。比如，平台新增了企业捐赠
管理， 能够帮助公益机构获得企
业的支持；再比如，平台将项目管
理与进展管理分开， 使得项目人
员对平台上筹款项目的掌握情况
更加清晰， 也为机构日常项目进

展的跟踪提供了便利。”谈及 2018
年在互联网募资平台上的感受，
刘选国说道。

刘选国表示，2018 年，中国红
基会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依托其
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大数据技术，通
过“千人千面”推广方式，主推博爱
校医室、博爱卫生站等机构品牌项
目， 让项目得到了更多用户关注。
通过“蚂蚁森林”“蚂蚁庄园”“行走
捐”等小游戏，机构得以和捐赠人
互动， 很好地提高了捐赠人的粘
性，拉近了公益项目与捐赠人的距
离；“生活号”的运营，则使项目页
更加饱满，有利于捐赠人更加深入
地了解公益项目的操作模式。

随着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增加，
公益机构在选择与其合作时会更
加注重使用感受。 2018年，中国福
基会与 20家互联网筹款平台中的
12 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缪瑞兰表
示，在 12家平台中，与腾讯公益的
合作规模最大，因为该平台使用起
来比较方便且开放；阿里平台相较
其他平台门槛较高；新浪微公益是
最早和基金会合作的互联网筹款
平台， 公众传播是该平台的优势；
水滴公益、轻松公益侧重疾病救助
项目的合作；美团公益侧重不同省
市的身边公益；京东公益侧重“物
爱相连”。

【结合各平台特点推送项目】【捐赠总额大幅攀升】

� � 中国红基会 2018 “爱的行走 ” 公益健走嘉年华在杭州滨江
举行 （中国红基会供图 ）

百美村宿项目-河北麻麻花的山坡民宿内景（扶贫基金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