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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款伦理面前
公益组织、筹款人该如何 ■ 本报记者 王勇

� � 近日，关于水滴筹工作人员
在医院“扫楼”、获取提成的新闻
引起了社会热议，也让筹款人是
否可以拿提成的观点再一次在
公益行业得到审视。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
公益创新发展中心负责人叶盈
认为 ：“水滴筹实际上是一个商
业公司，工作人员扫楼拿提成无
可厚非，但是唯一不行的一点就
是以志愿者名义‘扫楼’。 ”

在 12 月 6 日的第五届筹款
人大会闭幕式上 ， 叶盈表示 ：
“（对于 ）提成不提成 ，前两年在
业内已经有过一些探讨，其实受
到了很多的大咖的质疑，为什么
不能用提成的方式激励筹款人，
凭什么商业可以做的事情公益
行业不能做呢？ ”

法律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
定，但这并不是说就可以拿提成，
因为与医生、老师、律师、警察等
行业一样， 公益筹款行业还要受
到伦理的规范———筹款方作为一
个职业， 在日常工作时需要和被
期望遵守一套职业伦理道德。

这样的筹款伦理问题在公益
行业的日常中还有很多，例如：

是否可以接受烟草公司的
捐款并宣传？ 是否可以反复向捐
款人劝募？ 在 99 公益日中是否
让企业等要求员工参与？ 是否可
以在企业捐赠建设的场所让企
业进行冠名、宣传产品？ 捐赠方
要求受益人以上台拿牌牌照、写
长篇感谢信等是否可以接受？ 是
否可以以 “零成本 ”的名义进行
宣传？ 会议“半瓶水问题”需不需
要解决？ 资金来源存疑时是接受
还是不接受……

这些问题究竟该如何应对 ？
第五届筹款人大会发布的 2019
年修订版的 《中国公益慈善筹款
伦理行为准则》（以下简称 《行为
准则》）与配套的《中国公益慈善
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手册》（以下简
称《实操手册》）对此进行了回答，
并尝试建立更多的行业共识。

脆弱的信任让筹款伦理格
外重要

互联网时代，社会对公益慈
善行业的信任随时受到考验。

2017 年，一项名为“一元助
TA 改变命运” 的公益活动在网
上刷屏成为爆款，在活动中参与
者可以遇见一个和自己生日相
同的贫困儿童，并为其捐赠一元
钱。 但网友很快发现了生日为

“2009 年 2 月 29 日” 的孩子、同
一个孩子的照片对应了不同的
生日等问题。

舆情迅速发酵，从对项目的
真实性与可信度的质疑，接连引
发对运营方是否有此类公开募
捐活动运营资质合法性的质疑，
以及侵犯儿童隐私权的质疑。

同样是在 2017 年，99 公益
日期间疑似“刷单”“套捐”等情

况引起行业内外关注。 腾讯公益
调查中发现存在异常捐赠账号
2.5 万个， 捐赠金额超 700 万元，
获配捐资金超 370 万元。 这种为
了获得资金就钻空子的做法引
起包括捐赠人在内的社会各界
的强烈反感。

2018 年，影视明星赵薇在其
微博上声称，其与好搭档陈砺志
在 2014 年创立的“V 爱白血病基
金”是罕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
个没有管理费的慈善基金，这一
说法引起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
金会创始人孙春龙的质疑。 一时
间，“公益管理费”这一话题在网
络上引发热议。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新的
浪潮，互联网筹款已经成为中国
公益慈善筹款的一张“名片”。 互
联网公益平台以高效的商业运
作手段和强大的网络资源，推动
了公益行业的发展。

但公益行业在价值观和伦
理建设方面并没有同步跟上，导
致在传统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
况下，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地到
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公众
的质疑。

质疑带来的不信任感严重阻
碍了人人公益目标的实现。“现在
公众的信任水平线已经这么低。 ”
叶盈强调，“急需快速在行业内部
去推动、去达成共识，让公益筹款
跟市场营销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
分。 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整个行
业的公信力的提升， 才会有职业
尊严和社会的认同。 ”

筹款伦理最终涉及的是社
会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任何一个行业、一种
职业都有自己要遵循的伦理要
求， 这些伦理要求并不相同。 那
么， 筹款伦理到底需要考量什么
呢？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如何才
能做到从根本上去认知、判断，而
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

“筹款伦理最终涉及的是怎
么去提升公益项目解决社会问
题的能力，这是公益领域专业的
事情。 ”《实操手册》项目组成员、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项
目主管孙闻健表示。

他强调，筹款是社会公众直
接进入到一个公益领域甚至一
个公益项目最直接的大门，他们
看到的公益是什么往往是由筹
款行为去决定的，这就使得筹款
对公众的影响超越了筹款本身。

“筹款行业所重视的，是可
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并且把价
值传递出去。 说到底我们所关注
的筹款伦理不是道德或不道德
的问题，而是可不可以解决现实
的问题，你的行为背后专业不专
业。 ”孙闻健表示。

从这一角度来考量，“我们
最常面临的一个挑战的问题就
是筹款的效果到底意味着什
么”。 孙闻健表示，筹款的效果不
仅看量还要看质，要看筹款可不
可以在某个领域产生带动、示范
效应，有没有打开边界开发新的
领域，有没有建造新的规则。

筹款者需承担六方面责任

从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公益
事业发展这一理念出发，包括商
业组织（如筹款公司、筹款咨询
公司）、全职独立筹款方、非营利
组织雇佣的筹款工作人员，以及
组织招募的筹款志愿者等参与
开展筹款工作在内的筹款方，究
竟应该承担哪些方面的责任呢？

据孙闻健介绍，2019 年，项
目组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
地邀请了 10 家具有影响力和代
表性的组织参与了《实操手册》
的试点执行。 试点执行期间反馈
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如何处理捐赠方的非
公益慈善诉求与受益方或行业
利益相冲突的情况？ 二是受益方
的隐私保护，以及如何避免用受

益方的现状（如“用悲惨的现状
打动别人”）进行媒体传播？ 三是
机构内部筹款岗位设置和管理
怎么做？ 四是与外部机构的合作
筹款时，如何建立规则？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行为
准则》从合规、诚实、尊重、正直、
透明和负责六大价值观出发，为
筹款者提供了一个需要共同遵
守的工作行为准则框架，包括遵
守法律法规的责任、 对捐赠方、
受益方、行业、组织内部以及合
作伙伴的责任。

在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
责任方面，《行为准则》 提出，筹
款方必须遵守筹款活动开展所
在国家法律中关于组织形式、业
务活动和筹款活动的规定；所在
地区关于筹款实践的具体法规、
标准及操作办法；在开展筹款工
作过程中，不得违背当地的公序
良俗。

在对捐赠方的责任方面 ，
《行为准则》提出，当捐赠无法按
照捐赠方的公益慈善意愿使用
时，筹款方必须与组织和个人就
捐赠用途做进一步探讨，并达成
一致；当捐赠方的非公益慈善诉
求与受益方或行业利益相冲突
时，筹款方应当以公益慈善目的
为最高原则，妥善回应捐赠方的
不恰当诉求等。

在对受益方的责任方面，《行
为准则》强调，必须时刻尊重受益
方， 在筹款传播或相关材料的信
息使用中， 尊重和保护受益方的
个人隐私，维护受益方的尊严；筹
款方有告知受益方相关权利与义
务的责任， 不得出现隐瞒真实项
目信息等欺骗受益方或损害受益
方权利与利益的行为等。

在对公益慈善行业的责任
方面，《行为准则》提出，筹款方
不得在其传播与筹款材料中表
达出公益慈善活动不需要成本
的误导信息；筹款方之间不得有
不正当的竞争；未经授权不得使
用其他方的筹款信息；必须遵守

数据保护的相关法律和规定，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信息泄露、毁
损、丢失等。

在对组织内部的责任方面，
《行为准则》提出，对于不符合组
织价值观和使命或可能损害组
织的名誉和社会影响的捐赠，筹
款方不得接受; 当捐赠资金来源
存疑时，筹款方应当采取恰当措
施确保捐赠方进行捐赠财产与
捐赠行为的公益性；筹款方不得
利用自身职务或服务机会获取
未经许可或不合理的回报等。

在对合作伙伴的责任方面，
《行为准则》提出，筹款方的应得
收入， 包括固定薪资和绩效等，
都应当事先约定并达成书面约
定， 以确保其收入适当合理，且
不得基于筹款额的比例作为发
放标准； 当筹款方与供应商、合
作伙伴或其他第三方组织合作
时，应当采取一切合理的方式确
保外部合作方能遵守并按照与
自己相同的筹款行为准则开展
工作，且不得从中获取不合理的
报酬等。

在最低与最高实践标准之
间探索

明确了行为准则并不意味着
筹款者在现实中就可以正确操
作。 筹款者在实践中经常会面临
各种伦理难题的挑战和矛盾。“比
较难处理的事情， 知道筹款伦理
在哪里， 但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
办。 ”孙闻健表示，“如果想要让筹
款准则成为每个筹款人遵循的原
则，而不是只是成为倡议，需要提
供更加详细的操作手册。 ”

在日常具体工作场景中究
竟该怎么做呢？《实操手册》从条
款释义、实务指引、案例分析与
解读、参考法条或相关资料四个
方面，对每一条行为准则条款如
何在实际中落地操作提供尽可
能具体详实的指引建议。

《实操手册》》将公益慈善筹
款主体应遵守的伦理行为准则
条款划分为最高实践标准和最
低底线标准，以“应当”代表最高
实践标准，以“必须”“不得”代表
最低底线标准。

“最低标准是不要跌破法律
底线， 这是被法律要求去做的。
最高标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可
以改进调整的标准，这些理想化
标准的达成会将十分有利于项
目和捐赠人以及受益人建立更
好的联系。 ”孙闻健强调。

无论是最低标准还是最高
标准，都离不开筹款者的时间与
落实。 随着公益慈善筹款专业化
发展，筹款者在这一过程中一定
还会遇到更多样的困惑及棘手
问题，关于筹款伦理和行为的思
考需要一直延续并且付诸行动。

“我们希望联合更多行业力量共
同参与推动国内的公益慈善筹
款行业自律。 ”叶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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