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毕节市开展“活水计划”项目（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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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奎：从输血式公益向造血式公益迈进
■ 本报记者 李庆

捐赠收入超 11 亿元

《公益时报》：新冠肺炎疫情
对基金会的筹款工作是否有影
响？ 相较往年，2020 年基金会的
筹款工作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
是什么？

刘文奎 ：2020 年上半年，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一方面众多企
业经营面临巨大挑战， 另一方
面，部分企业因抗疫需要，将原
本计划在 2020 年投入脱贫攻坚
的资金投入抗疫项目，导致扶贫
领域的资金减少。

面对特殊的外部环境，基金
会及时做出调整，通过“抗疫扶
贫”的策略开展筹款工作。 但是
由于线下活动无法开展， 如：善
行者、善行 100 等形式的公众参
与式筹款活动受到较大影响。

《公益时报》：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基金会捐款总额已超 11
亿元，主要是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文奎：2020 年的筹款额是
基金会建会以来最多的一年，主
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疫情影响，来自抗击疫
情的捐款超 2 亿元，相较往年这
是新增部分；二是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企业参与非常踊跃，尤其
体现在到款比较早，6 月份之前
很多捐赠款就已经到账，善款早
到位就可以早发挥作用。 所以，
2020 年捐赠能够突破 10 亿元跟
这两个原因密切相关。

2020 年年初制定的筹款目
标为 8 亿多元，由于年初突发疫
情，新增抗疫捐赠超 2 亿元。

2020 年基金会捐赠总收入
11.01亿元，总支出 11.35亿元，其
中慈善活动支出 10.92亿元。捐赠
收入中机构捐赠 7.51亿元， 公众
捐赠（含互联网捐赠）3.5亿元。 机
构捐赠相较 2019 年增长 47%，公
众捐款相较 2019年下降 5%。

脱贫攻坚占总筹款的比例大
概为 80%左右，抗疫占 20%左右。

这几年脱贫攻坚战，我们在
扶贫资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连续三
年当年支出超过上一年收入的
100% ， 共投入扶贫公益资金
25.69 亿元，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做出了应有贡献。

《公益时报》：据你观察，2020
年基金会捐赠人构成发生了哪
些变化？

刘文奎：最大变化就是公众
捐赠人的比例下降了，因为在抗
疫的过程中基金会并没有启动
互联网募捐，也没有启动公众募
捐， 超 2 亿元的新增抗疫捐赠都
是机构捐赠。 过去几年扶贫基金
会的筹款结构中公众筹款平均占
45%左右，2020 年由于新增的抗
疫捐赠主要来自机构捐赠， 因此
公众捐赠的比例相应下降明显。

在大额捐赠贡献来看，2020
年中国民生银行捐赠超 9000 万
元，中国一汽捐赠 5600 万元，苹
果公司捐赠 5000 万元等贡献较
大， 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往合作过
的企业伙伴，已经建立了较好的信
任关系。比如苹果公司虽然并不是
每年都有大额捐赠， 但是 2020年
决定参与脱贫攻坚和抗疫时，还是
选择与扶贫基金会合作，就是因为
双方在过去几年的扶贫、救灾中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公益时报 》：2020 年 ，扶贫
基金会在筹款方面做了哪些新
的尝试和探索？

刘文奎： 尝试每年都在做，
今年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回应社会需求，推出
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比如“活水
计划”“培训新农人”等针对欠发
达地区能力提升需求的创新项
目；

第二，过去经常做的线下捐
赠人沟通、维护、回访等活动由
于受疫情影响都无法开展，2020
年我们充分利用较成熟的信息
系统， 不仅可以进行线上办公，
还可以和捐赠人、受益人、项目
医院等保持良好沟通，相较往年
更加注重技术的应用。

抗疫行动需最大化发挥机
构特长

《公益时报》：2020 年在抗疫
方面，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刘文奎： 疫情暴发之初，我
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启动抗疫工
作，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基金
会的宗旨是扶贫，医疗救助并不
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二是因为当
时我们的团队不能前往疫区，不
知道如何发挥作用。

随着疫情的暴发，有很多企
业想要参与抗疫行动，却苦于没
有方便的通道， 不知道从哪入
手。 于是，他们找到扶贫基金会，
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对接相关项
目。 随着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
峻，我们决定迎难而上，积极参
与抗击疫情行动。 虽然我们在医
疗救助方面并不专业，但项目管
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却是我们擅
长的。 经过充分讨论请示主管部
门同意后， 很快启动了抗疫工
作， 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参与抗
疫，让他们的资金和资源发挥最
大的作用。

刚开始我们通过自己的渠
道和资源购买发放口罩、 防护
服、救护车、手套、呼吸机等抗疫
物资，共计采购物资价值约 3000
万元左右。 但后来我们遇到了两
个问题：

一是采购面临很大风险。 因
为国内货源紧张，后来只能从国
外采购，但国外采购存在很大的
管理风险。 因为工作人员出不
去，要订货必须先打定金，然而
是否有现货、 货能不能邮寄回
来、货品质量是否合格等都是问
题，都有很大的潜在风险；二是
随着需求量增加， 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企业、个人等都在寻找
物资， 然而物资的数量有限，造
成价格被越抬越高，这就造成了
巨大的资源浪费， 并且非常无
序。 我们觉得，虽然这样钱花出
去可能很容易，但并没有实现价
值最大化， 所以不能再这么做。
就是这样，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最
大困难就是物资采购难，主要体
现在找不到货源，而且商品价格
畸高。 既然这方面不是我们所擅
长的，所以我们选择退出抗疫物
资的采购竞争。

然而企业又有参与需求，怎
么办？ 我们就开始思考除了医疗
物资， 疫区还有没有其它需求？
于是我们紧急展开调研，发现疫
区各家医院除了医疗物资的需
求， 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需求。
依据调研需求，我们紧急设立了
“医院后援基金”项目，定向疫区
医院捐赠， 不限定使用方向，有
抗疫任务的医院都可以进行申
报，具体做什么项目由医院提报
申请单说明需求，扶贫基金会请
专家审核通过后即拨付资金。 申

请医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
执行项目，但是执行完项目后需
给我们反馈费用清单，该项目在
当时发挥了很大的应急作用。 两
个月时间共计设置了 35 个医院
后援基金，通过这种方式向湖北
疫区捐赠超 1 亿元现金。

此外，基金会针对疫情期间
贫困人群需求，设计了疫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支持项目，为疫区贫
困地区受感染的建档立卡户提
供资金援助，解决疫区感染贫困
户的生活负担。 同时以电商模式
启动针对湖北疫区的抗“疫”助
农项目，开展疫区贫困地区农村
合作社建设和农产品助销工作，
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建档立
卡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公益时报 》：时下 ，面对疫
情再次反弹，基金会开展了哪些
具体行动？

刘文奎：1 月 13 日， 扶贫基
金会人道救援网络正式启动河
北省新冠肺炎抗击疫情救援行
动，调派救援队在新乐等高风险
区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消杀工
作，在石家庄、邢台、廊坊等地组
成超百人志愿者团队，成立心理
专家组提供志愿者心理陪伴和
支持。 并于 1 月 21 日向石家庄
捐赠 27000 只医用外科口罩 、
4400 个防护面罩、500 套防护服、
420 瓶酒精手消凝胶以及 1210
瓶酒精等物资。

1 月 24 日，吉林通化疫情形
势严峻，我们又派遣救援团队前
往吉林参与抗疫行动，针对通化
市开展三方面响应援助：

一是支持改善医疗团队后
勤补给； 二是联合各方力量，倡
议社会组织为社区服务志愿者
提供防护物资支援保障，并开展
协调发放工作；三是联合长春市
广益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以及通
化市本地爱心车队，搭建从长春
市到通化市的运输专班和绿色
通道，协助来自各界捐赠的物资
顺利运抵通化市。

《公益时报》：在面对重大社
会公共事件时，您认为如何最大
化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刘文奎：在大的社会公共事
件发生时，能够最大化发挥作用
的一定是该领域对口的专业机
构。 比如水灾、地震灾害救援方
面，因为扶贫基金会有受过专业

训练的救援队网络，有救灾备灾
多年的经验积累，面对这类灾害
时中国扶贫基金会肯定会冲在
前面，但是化学爆炸类、公共卫
生类的我们就不擅长。

对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
疗类的基金会就可以发挥很好
的作用，因为他们平时就在做医
疗项目，有经验积累，对于医院
的需求、物资的采购都有专业的
判断。 非专业对口的基金会要参
与抗疫行动，就要发挥机构各自
的特长，比如有些机构拥有良好
的捐赠人信任，这时候可以引导
捐赠人把善款捐给最需要的地
方； 有的机构组织管理能力很
强， 可以在后方做资源链接、志
愿者组织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公益时报 》：你觉得大的社
会公共事件、经济下行是否会对基
金会的筹款产生显著的影响？

刘文奎： 肯定是有影响的。
因为慈善、公益捐赠是经济发展
的结果， 它们是本和末的关系。
经济下行，企业和个人因收入下
降对未来没有好的预期，没有安
全感， 就不会选择做大额捐赠，
有些经营出现困难的企业甚至
会停止捐赠。 所以，经济不好肯
定会对大家的捐赠心理有影响，
最终体现在捐赠额、参与度方面
出现下降。 经济环境不好，企业
首先要保命，要维持运转，给员
工发工资。 企业捐赠一定是在履
行了企业的基本责任后的选择，
是更高一级的社会责任。

2021 年筹款额预计将有
所下降

《公益时报》：你对 2021 年的
整体筹款形势做何预判？

刘文奎：扶贫基金会作为一
家以扶贫为宗旨的社会组织，脱
贫攻坚战打完后，接下来的工作
怎么推进？ 如何巩固拓展过去实
施的各类扶贫项目的成果，如何
充分发挥扶贫基金会 30 多年来
积累的乡村发展经验助力乡村
振兴？ 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
和研究的问题。 对扶贫基金会而
言，因为面临机构工作重点的转
变和项目调整，我们预计 2021 的
筹款将面临较大挑战，甚至可能
会有所下降。

（下转 06 版）

� �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官
网显示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基金会捐款总额
已超过 11 亿元， 这是中国扶
贫基金会创会以来捐赠收入
最高的一年 ，那么 ，这一筹款
数据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基金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
方向是什么？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刘文奎， 详述对基金会
筹款、乡村可持续发展、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等问题的思考。

刘文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