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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龙蛟

《中国互联网慈善：激发个人捐赠热情》报告发布

年轻一代是互联网筹款的主体
今年 5 月，贝恩公司与联合

之路（United Way）共同发布了
《中国互联网慈善： 激发个人捐
赠热情》 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 报告显示，中国慈善事业
规模达到 1560 亿元，并保持快速
增长。

互联网捐赠金额在中国社
会捐赠总金额中的占比略高于
2%，但增长迅速、特征明显，主要
由年轻一代驱动。 报告建议，为
把握机遇，慈善事业各方参与者
应制定全面的数字化战略，包括
客户和渠道参与、 产品和服务、
运营、数据和分析、运营模式与
合作、人才和文化等。

国内慈善事业增长潜力大

在社会捐赠总量增长潜力
方面，报告提出，中国慈善行业
历经 30 多年风风雨雨， 由于重
大自然灾害和负面事件，2007 年
至 2011 年间筹款情况曾出现大
幅波动。 但随着透明度的提升和
政府加大监管，目前整个行业已
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具体来讲，报告显示，由于
重大自然灾害和负面事件，2007
年至 2011 年，国内社会捐赠总量
曾出现大幅波动情况，捐赠总量
在 310 亿元与 1070 亿元间浮动。

2011年至 2016年，社会捐赠
总量进入调整和稳定发展时期，
捐赠总量逐年递增，从最初的 850
亿元逐渐增长至 1460亿元。

2016 年至 2017 年，由于《慈
善法》的实施以及相关监管的加
强， 社会捐赠总量进一步增长，
至 2017 年，已增长至 1560 亿元。

从社会捐赠总量占 GDP 比
重角度分析，报告以 2016 年社会
捐赠总量占 GDP 比重的数据进
行了对比说明。 2016 年，中国社
会捐赠总量仅占 GDP 的 0.2%。
而这一数字，在日本、印度、澳大
利亚和美国则分别是 0.3% 、
1.4%、1.8%、2.1%。

报告认为，当下慈善事业在
中国迅速崛起，但并未跟上整体
经济的增长步伐。 尽管目前社会
捐赠总量仅占中国 GDP 极小比
例，但未来仍有增长的潜力。

在个人捐赠方面，报告对比了
2011 年至 2016 年国内社会捐赠
总量和来源以及 ２０１６年中美两国
社会捐赠总量和来源等数据。

数据表明，2011 年至 2016
年，企业捐赠一直是国内捐赠资
金的主要来源， 占比在 ５７％与
７１％间浮动， 个人捐赠在国内社
会捐赠总量中占比相对较低，在
１１％至 ３２％间浮动，但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个人捐赠占比呈现持续
增长的态势。

２０１６ 年中美两国社会捐赠
总量和来源的数据对比显示，中
国的个人捐赠在社会捐赠总量
中占比仅 ２１％， 远低于美国的
７２％。 据此，报告认为，参考美国
慈善市场的情况，中国的个人捐
赠预计将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此外， 报告还分析了中国、
美国、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
慈善捐赠者渗透率情况，通过分
析，报告认为，中国国内个人捐
赠者的渗透率相对较低，仅占总
人口的 7%，但随着年轻一代逐渐
接受通过慈善公益回馈社会的
理念，参与率将保持快速增长。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国内
网民的发展规模角度分析，报告
分析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３０ 年间，不
同可支配收入的中国家庭占比
情况。

数据显示，３０ 年间，拥有 ５００
至 ２５00 及 ２５00 至 １ 万的中国家
庭数量占比逐渐减小， 而拥有 １
万至 ６.５ 万、６.５ 万至 １０ 万以及
１０ 万以上的中国家庭数量占比
逐渐增大。 报告认为，中国收入
水平的提高将拉动慈善捐赠，提
高公众参与度。

在网民规模方面， 报告显
示，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中国网民
规模从 ４.５８ 亿持续增长至 ７.７２
亿， 互联网渗透率也逐年递增，
从 ３４％增长至 ５６％。报告指出，中
国网民基数庞大，将为慈善事业
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

通过以上角度，报告分析了
目前中国慈善行业发展过程中
的潜力与机遇。但通过分析 2017
年世界慈善捐赠指数和 2016 年
中国公益组织从业人员薪酬情
况，报告也指出，中国慈善事业

发展迅速，但慈善文化仍在早期
阶段，当下慈善行业的发展仍需
应对一系列挑战，包括获得和维
护公众信任，提高运营效率和制
定透明的报告标准，以及招募和
挽留优质人才。

互联网慈善特征明显

通过梳理，报告指出，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
快速改变中国慈善行业的运作
方式，为利益相关者建立新的联
系，缩小捐赠者与具体慈善项目
之间的距离。 以慈善捐赠资金筹
集环节为例，除了传统的线下筹
款方式，报告还分析了具备公募
资格的慈善组织的线上自有渠
道、具备在线募款资格的互联网
平台以及新的互联网平台和渠
道等三种线上筹款形式。

通过分析 2013 年至 2017 年
互联网募捐金额变化情况、2017
年社会捐赠总量中互联网筹款在
各类捐赠来源中的占比、2017 年
国内常见互联网筹款平台的网络
捐赠人次和平均捐赠金额等数
据，报告指出，互联网筹款金额和
参与度在逐渐攀升。 在各类捐赠
来源中， 互联网筹款都有很大的
增长空间。 目前互联网筹款平均
捐赠额较低， 来自个人捐赠的网
络筹款仍有较大增长潜力。

而通过研究 2013 年至 2017

年互联网捐赠者在腾讯、阿里巴
巴等不同网络平台的占比情况、
2017 年不同互联网平台的日活
跃用户和平台捐赠金额等数据，
报告指出，目前慈善市场格局呈
高度集中化状态，20 个网络平台
获得执照，能够帮助个人捐赠者
直接为慈善项目捐款，但目前总
捐赠额的 90%仍来自腾讯和阿里
巴巴，少数主要筹款项目占据了
互联网捐赠资金的大头。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
慈善事业具有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 中国年轻一代对公益
表现出强烈兴趣， 是互联网筹款
的主体， 吸引年轻捐赠者将是所
有利益相关者必须赢得的重要战
役。 为此，报告分析了 2013 年与
2016 年互联网捐赠者的年龄占
比，分析发现，关注公益的人群中
30岁以下占比 63%， 参与慈善活
动的人群中 30岁以下占比 52%。

其次，目前大多数平台欢迎
并鼓励各类非政府组织和个人
在线筹款，但仅有一小部分项目
成功获得了大多数捐款额。 报告
指出，互联网平台为非政府组织
和个人打通新的募款渠道，非政
府组织和个人在互联网平台的
筹款表现日渐增强。 但目前大多
数非政府组织和具备公募资格
的慈善组织尚未参与互联网筹
款平台，以 2017 年非政府组织和
具备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渗透

率较高的腾讯平台为例，这两类
组织当年在腾讯平台上的上线
率仅为 2%和 41%。

再次，健康、扶贫和教育是
最热门的互联网慈善项目主题。

利用数字化提升慈善行业
影响力

报告指出，随着数字化重塑
众多行业，精通数字化的用户与
大型生态系统参与者集合发力，
中国慈善行业在创新方面注定
引领世界。 报告认为，中国慈善
行业可以利用数字化加速整体
慈善文化的发展。 为此，报告分
析了目前不同行业在数字化应
用方面所处的阶段，指出各行业
的数字化演变进程可以为中国
慈善行业的数字化发展历程提
供启示。

在国内慈善行业利用数字
化提升自身影响力并培育捐赠
文化方面，报告提出了三个发展
阶段。 第一阶段，利用数字化在
资金来源、筹款、资金利用方面
吸引大众参与；第二阶段，利用
数字化技术，提高公众参与公益
慈善的频率和深度； 第三阶段，
借助数字化技术，把公益慈善融
入公众日常生活。 报告认为，目
前国内慈善行业在利用数字化
方面尚处于第一个阶段。

在国内慈善行业如何具体
地利用数字化开展业务方面，报
告认为，慈善行业利益相关者必
须明确自身的数字化目标并制
定相应战略，而为了实现自身的
慈善数字化目标，利益相关者应
当识别出最需发展的关键领域。

具体而言，在慈善数字化目
标的制定方面，报告提出目标制
定需要围绕为社会营造积极而
有针对性的影响、建立值得信赖
的品牌和扩大影响范围来考虑。

在制定成功所需要的战略
方面， 报告提出需要制定清晰、
独特的价值主张，并侧重关键领
域，利用数字化杠杆实现改善。

在识别最需要发展的关键
领域方面，报告指出，利益相关
者需要通过一系列重要问题的
提出，譬如我们如何利用数字化
基础设施最大化捐赠者参与，我
们可以为数字化平台设计哪些
捐赠方案和捐赠服务，我们如何
利用新型数字化工具和能力改
善内部运营等，识别关键领域并
制定数字化战略。

此外，报告还提出，中国的互
联网慈善仍处于萌芽阶段， 取得
成功的模式尚未定型。 在利益相
关者评估机会的过程中， 首先必
须向自己提出几个问题， 例如如
何吸引客户参与，如何管理运营，
如何更好地利用数据和分析，以
及如何培养与赋能内部人才。 报
告表示， 即使对于最成熟的组织
来说，这些工作也并非易事，对非
盈利机构而言更是极大的挑战。
因此， 找到合作伙伴弥补能力缺
口是制胜战略的关键之一。

中国互联网筹款经历了三个阶段

健康、扶贫和教育是最热门的互联网慈善项目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