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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业频发信任危机

区块链能否成为“救命稻草”？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已有超
过 700 家公益机构、近 3600 个公
益项目的捐赠数据接入蚂蚁区
块链，捐赠总人次达 11 亿，捐赠
总金额超 15.1 亿元，以期在区块
链技术“不可篡改、可追踪、全透
明”的特性保障下，可以提升公
益的透明度和信任度。

但调查显示， 目前公益行业
“上链”比例还很低，对普通公众
来说区块链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
事物。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公益行
业公信力缺失问题不会因为一种
全新的技术就得到彻底解决。 发
展势头正猛的区块链能够解决公
益行业面临的信任危机吗？

让每笔善款都有迹可循

12 月 26 日上午， 一张张公
益奖状在全国不少高校的社群
及微博上扩散开来。 奖状上记录
了每个人在过去五年基于公益
宝贝的爱心捐赠笔数以及帮助
过的公益项目数。 不少领到奖状
的网友惊叹：“原来自己剁手的
时候还做了这么多好事！ ”

据悉，这些奖状全部来自阿
里巴巴公益发起的线上版“剁手
党表彰大会”， 所有通过公益宝
贝捐赠的消费者和商家都可以
在线领取自己的专属公益奖状。
2019 年，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计
划全年累计捐赠笔数已经超过
98 亿笔，其中参与捐赠的网友超
4.7 亿人，商家超 252 万家，总捐
赠额超 4.3 亿元。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移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让
人人公益成为可能，公众参与公
益、捐款方式也更加灵活、更易
操作。 在早期，出于对公益机构
的信任和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
很多人在捐赠完成后并不太关
心善款流向和最终用途， 认为

“我在支持公益， 我的爱心和善
款一定会得到合理利用”。

而随着公众对公益事业的
认识不断深入以及不断发生的
信任危机，现在很多网友在捐赠
的时候不仅会查看项目进展，还
会及时追踪善款使用情况，“确
保善款用到该用的地方”。

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破题成
为可能———蚂蚁区块链技术在
公益领域的首个落地场景就是
公益捐赠。

在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芳

山镇八间村有个名叫泓帆的小
男孩，1 岁多时被诊断患有重度
耳聋。为给孩子治疗，父母放弃了
家里的几亩地，外出打工挣钱，给
孩子装上了人工耳蜗， 又送孩子
进了康复机构。但半年后，家庭收
入难以继续支撑孩子后续的康复
费用。对于孩子的将来，家长既担
心又揪心：中断学习和治疗后，孩
子未来会很难融入社会。

幸运的是， 一个月后 ，即
2016 年 7 月，蚂蚁金服与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合作，在支付宝爱
心捐赠平台上线了区块链公益
筹款项目“听障儿童重获新声”，
为 10 名听障儿童筹款。 很快，将
近 5 万人次筹集了 198400 元善
款，作为孩子们的康复费用。

这是蚂蚁金服区块链技术
支持的第一个公益筹款项目。 与
以往项目不同的是，通过该技术
用户可以清晰地看到善款从自
己的支付宝账户流入基金会，再
进入执行机构，最后进入受益人
的账户全过程，善款去向一目了
然。 数据显示，使用区块链的公
益项目筹款时间只需一般项目
的一半，“信任让公益提升了品
质也提升了速度”。

区块链从本质上来说，是利
用分布式技术和共识算法重新
构造一种信任机制，是“共信力”
助力“公信力”。

在蚂蚁金服之后，不同机构
和项目也开始尝试引入区块链，
探索从技术上强化公益账本的
公开透明。 例如，2016 年 12 月，
网络互助平台众托帮宣布将区
块链应用于公益场景；2017 年 10
月，腾讯可信区块链研究院正式
推出“公益寻人链”平台；2018 年
8 月， 爱佑慈善基金会区块链救
助公示平台正式上线……

区块链大大降低信任成本

研究表明， 自 2008 年以来，
区块链商业化与科研加速并进，
中国区块链商用落地场景不断
丰富，在助力实体经济、服务社
会民生、数字经济创新等领域均
有不少探索。

在“区块链”概念火热、老百
姓却对其不甚了解的时候， 蚂蚁
金服副总裁蒋国飞曾做过一番解
释。他谈道，区块链的价值在于解
决社会问题， 其技术魅力在于建
立信任和建立协同。“每个流程复

杂漫长的地方都是信任缺失的地
方。而泡沫散尽后的区块链，也正
在回归它最核心的价值： 建立信
任。其透明可溯，不可篡改的特性
大大降低了社会信任成本， 提升
了社会的运转效率。 ”

在专业人士看来，技术的出
现就是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
题。 目前，区块链技术在司法领
域、医疗服务、金融保险以及对
外贸易等领域都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可以说，和普通人息息相
关的场景和民生服务，很多都有
区块链的影子。

以医疗服务为例，2018 年 9
月 13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携手蚂蚁金服推出全国首个区块
链电子处方———患者只需点开支
付宝“华山医院生活号”就能线上
看病，医生远程开好处方药，患者
在家坐等送药上门。 该技术能实
现医院处方精准无误且不可篡
改， 以解决复诊患者拿着处方不
遵医嘱在外重复开药等问题。

而在公益领域和公益场景
的应用， 区块链未来的价值在
于，让每笔善款的去向和用途都
有迹可查，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解
决信任问题。

去年“95 公益周”期间，阿里
巴巴发布“链上公益计划”，宣布
打造透明公益基础设施，并宣布
对平台上的公益机构免费开放。
在专业人士看来， 凭借去中心
化、透明度高、信息不可篡改的
特性，区块链技术天然满足公益
领域的需求。

据介绍，这套以区块链技术
为底层的开放平台能够为公益
组织和公益项目提供公开透明
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实现善款可
上链、过程可存证、信息可追溯、
反馈可触达、多端可参与。 未来，
该体系还将逐步对其他社会组
织、审计机构等相关角色开放。

公开信息显示， 在过去的
2019 财年，阿里巴巴经济体累计
产生公益捐赠 91 亿笔， 参与捐
赠的消费者达 4.4 亿人。 阿里巴
巴合伙人、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
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每一笔捐
赠背后，都是参与者对平台的信
任。 确保公开透明，不辜负每一
份信任，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

与其他捐赠平台相比，阿里
巴巴公益平台上的项目具有种
类多、复杂性高、捐赠体量大等
显著特点。 入驻阿里平台的公益
项目涵盖了资金募捐、 物资募
捐、志愿服务等多个类型，公益
项目总数达 5000 余个。 未来二
至三年内， 阿里巴巴将持续投
入，探索出不同类型公益项目的
区块链标准化方案，并将其沉淀
为阿里公益平台上各类公益项
目的基本执行规范。

种种迹象表明，区块链技术
越来越得到公益行业重视。

在 2019 年公益筹款人大会
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就区块链
与公益话题进行了探讨。不少专家

提出，当前筹款难题在于公益领域
负面事件频发导致的信任危机，
而区块链技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以后的公益慈善生产关系，建
立起公益慈善主体之间的密切联
系，进而提升公益慈善生产力。

行业还需要一个接受过程

但区块链真的能解决公益
行业由来已久的信任问题吗？ 公
众又是如何看待该项技术在公
益行业的价值的？

围绕该话题，公益时报曾推
出过一项调查———“区块链助力
公益能提升公众信任度吗？ ”。调
查结果显示，目前超半数网友并
不了解什么是区块链； 近 40%的
网友认为区块链技术并不能完
全解决善款流向公开透明问题，

“公信力问题不会因为一种全新
的技术就得到彻底解决”。

对于“区块链+公益” 的短
板，42.2%的网友认为“信息上链
工作耗时耗力，公益组织要付出
大量的精力”；41%的网友表示
“公益组织是否上传、 如何做出
正确的应用选择是一个现实问
题”；22.9%的人表示，用户需要一
个很长的接受过程，区块链技术
也要逐渐成熟。

蚂蚁金服区块链工程师朱
海伟表示，目前机构和平台工作
重点还是聚焦在募款方面，对新
技术手段的了解和投入不高。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 项目是好
项目，解决的也是真问题，但公
众参与公益积极性不高且不持
续，根本原因可能还是透明度以

及品牌信任度的问题。 ”
他谈道：“如果更多公益行

业相关部门、机构能够了解到新
技术有可能给公益带来的改变，
或许会迎来新的改变，“完善公
益监督和反馈流程，或许能更好
地激发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

朱海伟告诉记者， 据他所
知，目前不少公益机构都在尝试

“上链”。 不过一些公益机构也考
虑到了“上链”的成本问题，有所
顾虑， 比如机构信息化水平比较
低或人员技术能力比较弱等。“20
日前流行的一个词是‘上网’，今
日流行的词是‘上链’。 我觉得最
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观念改变
了机构自然有动力去做， 平台也
会在技术上提供相应支持。 ”

然而，就目前国内公益机构、
项目总量和已经“上链”的机构数
量比例来看， 区块链技术在公益
行业的普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很多人对此还是充满期待。

蒋国飞认为，区块链的本质
是构建信任机制，所以未来的应
用也会是泛行业的。 在数据和价
值需要流转的地方，在效率比较
低、流程特别长的地方，其发展
速度尤其快。

他谈道：“我们正在快速进
入数字经济时代， 在这样的时
代，区块链将构建信任机制的基
础设施，为线上资产流转、交易
提供非常好的基础。 未来，区块
链会像移动支付一样改变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成为数字经济的
基础设施；区块链也会像水电煤
一样，充实现有的生产力、生产
资料与生产关系。 ”

� � 前段时间， 有网友爆料某知名公益项目涉嫌私自更改善款用
途，引发公众密切关注，相关舆论及媒体报道再次冲击了公众对公
益行业的信任。事实上，公益行业频繁爆发“信任危机”，对公益机构
乃至整个行业的信誉度、品牌建设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对行业透明
度和规范化操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用技术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信任问题逐渐成为一种解决方
案 ， 尤其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 早在 2016 年 7
月 ，蚂蚁金服就宣布尝试将区块链应用于公益场景 。 此后 ，又正
式宣布旗下支付宝爱心捐助平台全面引入区块链技术 ， 并向公
益机构开放 。

� � 2016 年 7 月，蚂蚁金服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合作，在支付宝
爱心捐赠平台上线了区块链公益筹款项目“听障儿童重获新声”，为
10 名听障儿童筹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