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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宝贝”创新“交易捐”
聚沙成塔式捐赠让公益筹款走向全民时代

让机构公众筹款实现细水
长流

15 年前，为给身患绝症的淘
宝店主周丽红筹款，“公益宝贝”
计划应时而生。 爱心商家将商品
设置为“公益宝贝”并确定捐赠
金额，商品成交后，善款就将捐
给指定的公益机构或公益项目。

2012 年，“公益宝贝”接入壹
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三家公益机构，
这也是“公益宝贝”平台公益模
式形成的关键一步。 自此，淘宝
商家可以自由选择合作的公益
机构和项目。 后经多轮产品优
化，“公益宝贝”成为阿里巴巴平
台商家直接参与公益的一个平
台化产品。 来自阿里的数据显
示，到这个双 11 开始之前，15 年
来，已有超过 800 万商家积极参
与， 促成 473 亿笔爱心订单；累
计 7 亿消费者购买，帮助 4300 万
人次。

今年 10 月 20 日双 11 发布
会，阿里巴巴宣布全面升级“公
益宝贝”：更聚焦帮助困境人群、
增加更多商家公益专属标识、鼓
励更多消费者分享公益项目。 今
年双 11“公益宝贝”将为包括“顶
梁柱计划”“童伴妈妈”和“爸妈
食堂”等在内的公益项目募集超
6000 万元善款，预计将使 110 万
人次受益。

更多困境群体和公益人也
将因此受益。

来自贵州省黔南苗族自治
州惠水县的罗应凤是一名“童伴
妈妈”， 她的日常工作包括开放
“童伴之家”、组织主题活动及陪
伴儿童玩耍等。 今年 26 岁的她
目前还没有结婚，但在工作中她
要负责社区 1100 多名儿童，其
中包括 200 多名需要重点关照
的留守儿童、孤儿以及事实上无
人抚养的儿童。

“我上班的地方叫‘童伴之
家’，离我家比较远，有时候下班
太晚， 小朋友们知道我怕黑，就
会结伴送我回家。 但事实上这些
孩子更需要我们关注，因为他们
之中有一些留守儿童，还有的孩
子是孤儿。 因为这些事情，我深
信我会继续做下去，做好童伴妈
妈，继续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关
爱，服务更多需要关爱的儿童。 ”
罗应凤说。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
长秦伟介绍，2016 年“童伴妈
妈”项目上线“公益宝贝”平台，
成为阿里公益战略支持项目。
2019 年， 天猫母婴频道与中国
扶贫基金会深度合作，联动平台
母婴商家，在“公益宝贝”平台为
童伴项目上线筹款活动———“2
分钱童伴之家”： 消费者购买有

“童伴计划×天猫亲子节” 标识
的商品，商家会从每笔订单中捐
赠约 2 分钱。

项目上线两年来，通过“公
益宝贝”平台筹集资金超过千万
元，支持创办超过 200 个“童伴
之家”，近 17 万名乡村儿童从中

受益。
“到目前为止，童伴妈妈项

目获得全网和天猫母婴频道 150
多万商家支持， 超过 16 亿人次
爱心网友捐赠，为江西、贵州、湖
北等 6 个省 67 个县 766 个村子
50 余万乡村儿童找到‘妈妈’，为
他们送去陪伴和保障。今年双 11
期间募集的资金，我们计划在贵
州、江西、云南等省 507 个村实
施童伴妈妈项目。 ”秦伟谈道。

“公益宝贝是一个非常创新
的公众参与平台。 ” 秦伟表示，
“其不仅是商业、 科技与公益的
完美融合，同时还为广大商家和
消费者提供了参与公益的便捷
渠道。 商家把店铺的单品设置成
公益宝贝，通过商品的成交就能
完成公益捐赠。 消费者也一样，
通过购买就能参与公益，提升了
消费者对商家品牌的好感度。 这
种方式真正实现了细水长流做
公益。 ”

从传统的“收入捐 ”到 “交
易捐”

有公益人士认为，“公益宝
贝”重构了商家、消费者、公益
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协同
关系，重塑了公益参与模型。 此
外，由传统的“收入捐”演变为
“交易捐”， 形成公益捐助的涓
滴效益， 有效解决了公益激励
机制。

在双 11 这样的商业爆发节
点，高频的商品交易通过“公益宝

贝”产生了同样高频的公益捐赠。
与此同时，“公益宝贝” 不断升级
完善的公益模式， 也大大降低了
商家和消费者参与公益的成本，
提高了公益项目运作效率。

今年双 11 期间， 公益捐赠
达到一定笔数的淘宝天猫品牌
商家将获得新增的专属标识，商
家捐赠 TOP100 排行榜也会每
天自动更新。 目前，有 61 个爱心
商家连续 14 天在榜， 包括花西
子、十月结晶、有棵树等。

据美妆品牌花西子公益负
责人、浙江省宜格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华晓春介绍， 花西子品牌
2018 年加入“公益宝贝”，从一开
始的两个单品， 到今年 56 个单
品加入“公益宝贝”，目前店铺已
有超过 60%单品加入该计划。 截
至目前，花西子累计捐赠超 2308
万笔。

“公益宝贝对于网商来说是
参与公益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后
台简单设置一下就能够让消费
者参与其中。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公益平台，能够让顾客
在每笔消费中感知我们的公益
方向，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公益
成本。 公益、商业和科技的融合
也能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 ”华
晓春告诉记者。

母婴品牌十月结晶新消费
事业群总监王水钟对此也深有
感触。

据他介绍， 十月结晶加入
“公益宝贝”已有十余年，先后参
与了“光的女孩守护”计划、中国
妈妈“养育未来”等多个公益项
目。 自 2018 年来，他们通过“公
益宝贝” 累计捐赠 2836 万笔，目
前店铺 80%的商品都是“公益宝
贝”。“每个订单拿出 2 分钱，虽
然体量不大，但这是我们表达爱
的一种方式。 ”

今年双 11 期间， 商家通过
“公益宝贝” 捐赠的善款将重点
用于帮助三大困境人群，包括为
欠发达地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提供公益保险、帮大山深处的孩
子找到“童伴妈妈”、为困境中的
老人提供爱心午餐。目前，已有 2
亿多消费者购买“公益宝贝”，
1000 多万款商品新加入“公益宝
贝”，10 万淘宝天猫商家在选择
设置“公益宝贝”时选择支持上
述三个公益专项。

而依托阿里最新推出的线
上功能，爱心商家可以一键到底
获取由公益机构开具的捐款发
票，切实降低商家参与公益行动
的成本。 今年双 11，阿里平台还
将为爱心商家提供更多专属金
融服务和品牌露出支持。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徐晓新教授
看来，“公益宝贝”是对公益捐
赠模式的一次创新。“捐赠前
置到了交易环节，具有即时同
步、海量小额、便捷高效的特
点，使公益单次行为变成了有
源活水。 ”

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公众参
与热情

阿里社会公益部平台公益负
责人懿楚谈道，2021年 3月，阿里
巴巴公益平台上的每一个公益项
目与每一笔公益捐赠全部上链，实
现了“捐赠—实施—拨付—签收—
反馈”的全链路透明化。 消费者在
淘宝搜索“公益宝贝”，就可进入公
益活动页面看到自己的爱心足迹，
了解“累计贡献”“参与项目”等信
息。“蚂蚁链将随时追踪善款动态
信息，让公益宝贝产生的每一笔善
款流向都能够随时被看见。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 2019 年发布的《公益宝贝社
会价值研究报告》指出，“公益宝
贝”计划在全球互联网公益转型
中提供了一个中国范例，也是对
公益捐赠模式的一次标志性创
新。 围绕“公益宝贝”，一套有机
运转的公益生态已经形成。

这种模式也得到了众多公
益机构认可。

由爱德基金会推出的“爸妈
食堂”是得到今年双 11 公益专项
支持的项目之一。 据爱德基金会
副秘书长褚朝禹介绍，在“公益宝
贝”支持下，该项目为近万名老人
提供了上百万份爱心午餐。目前，
项目已在江苏、 广西、 河北等 18
个省区市落地。 今年双 11，“爸妈
食堂” 项目得到了更多爱心商家
支持， 基金会计划在 100 个村开
展项目， 同时开展关注孤寡老人
及助残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公益宝贝让公益机构更深入
地融入了商业和科技发展进程当
中，让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和社区
通过消费及就业等方式，帮助相对
贫困的群体和地区。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计划重构
了平台、商家、消费者、公益机构之
间的关系，也让大家做公益更加方
便。 ”褚朝禹表示。

在他看来，“公益宝贝”这种
积沙成塔、小额多轮、持续性的
捐赠，是公益机构在筹款中最喜
欢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非常稳
定的公众筹款方式。“公益宝贝
升级后特别注重商家及消费者
参与的便利性，这会在更大程度
上激励更多人参与进来，唤起更
多爱心。 对推动人人公益、让公
益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公益宝贝
发挥了很大作用。 ”

专家表示，对于公益机构来
说，数字化力量的平台化发挥意
味着更高的效能，也带来更全面
的发展期待。 一个环节的数字化
意味着更多环节的数字化，通过

“公益宝贝”， 筹款做到了线上
化、数字化、大众化。“公益宝贝”
相匹配的链上技术，实现了善款
使用和监督环节的数字化。 相应
的，项目设计及专业落地的透明
化和数字化也会逐步深入，商业
力量和技术手段，在不断改变着
公益生态现状。 （皮磊）

� � 带有“公益宝贝”字样标识的商品无形中
增加了消费者对商品的好感度

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小伙伴都开启了

‘买买买 ’模式 ，消费习惯的改变使

得线上购物成为很多人的首选， 而双 11 也已

成为一个不容错过的购物狂欢节。 当然，如果

在买买买的同时还能顺带参与公益，帮助一些

困境群体，那么单纯的购物行为也将变得更有

意义。

从这个双 11 开始， 可能不少人在淘宝天

猫购物时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平台上很

多商品都标注着‘公益宝贝’字样，商品介绍中

显示每完成一笔交易，商家就会向特定公益项

目捐赠两分钱或者更多钱，同时还能看到该商

家是不是爱心店铺，以及累计捐赠笔数。

据阿里巴巴一份针对用户的调研显示，有

83%的消费者表示，对比其他商品，自己更倾向

于购物那些标注为‘公益宝贝’的商品。 ‘公益

宝贝’字样在无形中增加了消费者对商品的好

感，也容易促成交易的发生。

数据显示，从 10 月 20 日到 11 月 4 日，经

过 2.35 亿消费者和爱心商家共同努力， 双 11
‘公益宝贝’ 所产生的爱心捐赠意向订单已经

达到 12 亿单。 对商家及消费者来说，‘公益宝

贝’是他们参与公益 、了解公益最为便捷的一

种方式。 对公益机构而言，这更是一种细水长

流、润物无声的公益模式 ，让机构募款得到细

水长流式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