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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腾讯加大对一线公益扶持力度
行业发展是否会迎来新契机？

与往年相比 ， 今年的 99
公益日迎来了不小的

变化。
除了时间线拉长， 腾讯在配

捐机制、产品体系、企业联动、公
益基础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
升级。另外，腾讯今年投入的资金
也大幅增加， 并明确提出要加大
对一线公益机构和项目的帮扶。

对一线公益机构来说，这无
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因为根据历
年 99 公益日募款情况 ， 每年排
名靠前的始终有固定某几家大
机构的身影，且他们所募款项占
总募捐额的比重越来越高，筹款
“马太效应” 愈演愈烈。 仅在 99
公益日短短三天时间，几家头部
机构的募款额就能够突破千万
甚至上亿元。 这样的“吸金”能力
让其他机构尤其一些中小机构
望尘莫及。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中小机
构尤其草根机构萌生了放弃参与
99 公益日的念头或疲于应付，有
些机构转而将精力放在了全年发
展上，“感觉真的太累了”。 不过，
新的规则和机制又让很多人看到
了希望。 如此以来，大家的心态有
什么变化？ 于行业而言，腾讯如此
大规模的激励措施， 是否会创造
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

心（以下简称“云南连心”）成立

于 2005年 12月，是云南成立较
早的省级社工机构之一。2017年
初，云南连心在原有工作基础和

实践经验基础上，启动“公益连

县”计划，扶持州市县域公益机

构发展。

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扶持约

50家公益机构，扶持内容主要集
中在人才培养、持续陪伴督导、战

略咨询、联合传播与筹资、资源链

接与转介、议题联合实践等方面。

据云南连心公共关系总监张亚贤

介绍，自 2016年之后，云南连心
一直在为当地中小机构参与 99
公益日做支持，如帮助机构入驻

腾讯公益平台、对接公募基金会、

组织培训及辅导咨询等。

而此前几年，云南连心也积

极参与 99公益日，但效果不是
很好，筹款额从几千到几万、几

十万元不等。张亚贤谈道：“我们

的支持体系不足以支撑机构实

现大额公众筹款目标。虽然公众

参与人数能上来，但筹款额度提

升还是很困难的，尤其对我们这

类机构这一点更为突出。今年，

我们支持了十余家组织在线募

款，让他们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筹

款，不被抛下。同时，我们自己也

联合爱心企业发起了一个项目，

目前正在开展线上募款。”

云南连心主任兰树记表示，

近年来，公益慈善领域的资源更

多聚拢在了大型基金会及一些

头部机构，一线社工机构尤其是

西部地区的机构，长期依赖于较

为有限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

金做支持，自身的业务研发及持

续深耕服务方面都受到很多局

限，面临许多困难。

这一点，可能县域公益机构

体会更为深刻。

鲁甸顺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以下简称“鲁甸顺心社工”）

是在 2014年鲁甸地震后参与农
村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的一家本土社工机构，2015年 5
月在鲁甸县民政局正式注册。据

该中心主任张娥介绍，目前机构

运作资金主要来源有三个：政府

购买、基金会、公众筹款。2021年
前，三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

30%、60%、10%。今年，机构运作
资金构成比列发生了一些变化，

政府购买及基金会合作基本持

平，分别为 44%、51%、5%。
“截至目前，我们共参加过三

次 99公益日众筹，筹资比例从没
有超过机构整体筹资额的 8%，99
公益日筹款相对来说是极少的一

部分。但我们在 99公益日期间花
费掉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已经是

争取其他项目资助的几十倍了。

三年来，连同配捐及各项激励，我

们筹款额最高的时候也就不到

13万元，而机构全员前前后后要
折腾一个月。所以对于参加 99公
益日，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真

心累！”张娥告诉记者。

没有优质社会资源，加之服

务对象也都是普通群众，熟人筹

款是类似机构最为常见的操作。

但在张娥看来，类似小机构“杀

熟式”的筹款其实是无法持续

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更

期待 99公益日对于我们这种非
专业筹资机构增设‘公益项目创

投’部分，让专业筹款机构负责

筹款，服务型机构专心做服务，

筹款机构与服务机构良性合作，

相互支持，把钱用到需要的地

方，把服务也做到人心里。”

有一线机会都会尝试

成立于 2013年的福建省同
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同心

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

持当地公益机构尤其县域公益

机构发展。善才计划系列（包含

公益慈善管理班、福建省公益传

播班、善才种子项目、梁秀基金、

公益英才等）是该基金会重点打

造的项目之一。

据同心基金会副秘书长饶

冰洁介绍，截至目前，基金会已

支持 53家县域公益机构，这些
机构主要分布在发展相对落后

的闽西、闽北片区，特别是革命

老区、山区县域。“主要是一些志

愿服务协会、扶贫助困自组织等

协会类组织以及社会工作机构。

这些机构组织形态各异、规模大

小不等，不过都有一个共通点，

即专职人员大多为 2到 3人，运
营资金大多在 30万元以下。”

2020年 11月，同心基金会正
式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因此，面对

今年 99公益日，基金会也尝试发
起了自己的公开筹款项目。

“考虑到这是我们第一年以

公募身份参与 99公益日，所以
与其他非公募机构合作比较少。

不过，我们上线的项目是善才培

育计划，也是支持公益组织和人

才发展的项目。为此，我们最近

发布了一个激励计划，让我们支

持的县域伙伴通过发起一起捐

的方式来共同筹款，并通过基金

会的渠道去传播县域组织的故

事，让更多人看到县域组织，鼓

励他们去动员和激发身边的资

源，鼓励大家去探索县域筹款的

方法和路径。”饶冰洁告诉记者。

她谈道，同心基金会参与 99
公益日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是从最初的观望式参与到联合式

参与，再到鼓励所支持的县域机构

共同参与的过程。虽然在 99公益
日筹到的款项不是机构的主要募

款来源，但基金会的筹款额和筹款

人次每年都在稳步增加。

“随着 99公益日规则的不
断变化，基金会的认知也在不断

发展和变化。从最初认为 99公
益日是一年一度的筹款机遇，到

认为 99公益日是一个锻炼机构
能力以及向公众和各相关方展

示自己的一个公益节日，是基金

会讲好项目故事、传递机构价值

主张的一个时机，同时也是在动

员的过程中和各相关方有更多

更深连接的时机。”饶冰洁表示。

这一点，也体现在同心基金

会对一线机构的支持上。

宁德市益本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益本社工”）是

同心基金会“善才种子”项目支

持的初创型社工机构之一。两年

间，该项目为益本社工提供了持

续的小额资助，用于机构初创的

发展资金。虽然是小额资助，对

该机构而言却是一笔非常重要

的支持。

“除了同心基金会的资助，虽

然还有一些熟人或社会爱心人士

的帮扶，但对机构发展来说远远不

够。”据益本社工负责人吴成福介

绍，他们申报的“善才种子”项目今

年已经完结，但因为疫情影响，机

构还未接到新的项目或资助的支

持。所幸在今年 8月份，机构在同
心基金会申请到专项资助的助老

项目，支持机构渡过难关，同时帮

其连接和拓展了社区资源。

今年，益本社工与福建省商

盟公益基金会合作参与 99公益
日筹款，并签署了两年合作协

议，99公益日是双方合作的试水
阶段。“我们之所以要参与 99公
益日筹款，是因为机构生存压力

过大。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像我

们这样的机构已经在生死存亡

的边缘挣扎，而 99公益日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筹款的

契机，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都会

去尝试。”

需要积极引领和示范

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20
年 99公益日期间，公众捐赠额
从 1.27亿元上升至 23.2亿元，捐
赠人次从 205万上升至 5780万，
分别增长了 17倍、27倍。其中，
2020年 99公益日公众互动量接
近 19 亿；5780 万人次爱心网友
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

23.2亿元，加上爱心企业 3.24亿

元配捐和腾讯基金会 3.9999 亿
元配捐，2020 年 99 公益日募款
总额达到了 30.44亿元。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从 2019年开始，地方慈善会系
统开始成规模地参与 99公益日
并展示出超强的动员能力。据

《公益时报》报道，2019年 99公
益日期间，在参与募捐的机构排

行榜中，除第一名没有变化外，

第二名至第五名几乎都被地方

慈善会占据。

专家表示，一方面，一些行政

色彩浓厚的机构敢于参与到具有

竞争性的筹款活动中来，是值得

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具有行政背

景的慈善会系统的参与，可能会

大大挤压民间公益组织的筹款空

间。此外，通过历年 99公益日数
据分析发现，行业资源越发集中

在头部机构，其筹款额占 99公益
日总体募款额的比重越来越高，

“马太效应”也越发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一

些中小公益机构尤其一线社会服

务机构而言，参与 99公益日虽然
意味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甚至

“付出远大于回报”，但似乎又是

无法绕开的话题。那么，今年腾讯

对 99公益日规则及玩法的一系
列调整，能够解决大家的忧虑吗？

在兰树记看来，今年 99公益
日规则的变化是一次很好的升

级，也契合了当前国家对第三次

分配的要求。“腾讯更多关注到一

线机构、支持一线公益项目，也有

助于公益资源的均衡分配，应该

会起到一定的风向标作用。”

饶冰洁也表示，行业发展确

实需要标杆性机构去引领和示

范。“不同类型的机构在行业生

态中有不同的使命，头部机构发

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而那些看起

来资源缺乏的县域机构也有自

己的优势，比如本土优势和深入

群众的优势。这些触达最后一米

的优势，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也

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如何能够让

行业中不同类型的机构都在 99
公益日这场公益盛会中找到自

己的位置，并在未来实现合作共

赢，这是可以探索的。”

有分析称，99公益日的一系
列变化也体现了腾讯今年以来

新的战略格局，如从关注筹款的

持续性、项目的有效性到公益机

构的长效发展等。对一线公益机

构来说，筹款是关键的一步，但

把公益项目做出成效更是重要

的一环，而让公益项目产生成效

并且能够回应社会关切，也是公

益机构的立身之本。

“99公益日已走至七年，腾讯
在创造了公益行业一大盛会的同

时也在着眼更长远的发展。未来，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

平台的规则、优势资源，引导和激

发更多县域公益机构的活力，促

进区域公益生态的形成，让公益

力量也能参与到国家所倡导的时

代使命中，这一定会是一件充满

价值的事情。”饶冰洁谈道。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