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9.6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05新闻NEWS

”

透明是公益机构的生
命。 如今，网络慈善

的突飞猛进为慈善事业跨越
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构建
良好的网络慈善秩序需要透
明公益的支撑。 而如何做到
透明、深耕透明、推动透明，
成为当前数字化公益的重要
课题。

■ 本报记者 张明敏一位“公益真探”的解惑之旅

腾讯公益平台数据显示，截
至 2022 年 9 月，爱心网友捐赠善
款累计超 190 亿元，6 亿多人次
捐献爱心， 近 12 万个项目获得
帮助。

最近一段时间，100 名“公益
真探”和 100 家召开“公益股东
人大会” 的机构正在双向奔赴，
深入互动，直指透明公益、理性
捐赠和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次公
众监督公益发展的全过程参与。

其中， 一位“公益真探”对
“公益零成本”的解惑之旅，也正
在进行中。

“公益真探”来了

52 岁的杨新花是“浔暖益
童”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项目
负责人，该项目在江西省九江市
修水县及周边建立未成年保护
社工站，通过“专业社工+未保专
干+志愿者”构建未保模式。

在最近一次下乡走访途中，
当地老师拜托杨新花收集一些
书籍给学校孩子阅读。 她通过网
络发现一家专注于乡村儿童阅
读推广的公益机构“满天星青少
年公益发展中心”（简称“满天
星”）特别符合需求。

2021 年 6 月， 满天星开展
“阅读推广人”活动，杨新花报名
并留下联系方式，但因时间冲突
未能前往。 事后，她早已忘记此
事，但从当年 7 月开始她的邮箱
每月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满天星
机构的动态邮件， 里面包括财
报、人员、活动等信息披露。 此
时，杨新花还不是满天星的捐赠
人，这样的邮件一直在持续。

从事社工岗位让杨新花有
了关注公益圈大号的习惯。

今年 5 月，腾讯公益联合恩
派公益发起“公益真探”“公益股
东人计划”， 面向全国招募 100
名公众，支持他们前往 100 个公
益项目所在地探访，议题涉及残
障融合、妇儿关怀、环保动保、疾
病救助、济困救灾、青年发展、社
区营造、性别教育、乡村振兴、助
老养老等多个领域。“公益真探”
们需在探访结束后出具项目反
馈报告，并用一年时间长期观察
监督项目。

杨新花注意到这一信息后
立即报名，但因申报方案不符合
条件，遗憾落选。 不过杨新花没
有放弃， 通过项目规则积极争
取，最终争取到以自费进行实地

探访的形式，成为“公益真探”的
一员。

因乡村老师寻找书籍的嘱
托， 加上现实中每月收到公益机
构发的信息披露，杨新花对“满天
星”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毫不犹豫
地从 100个项目中选择了它。

8 月 21 至 24 日， 杨新花与
另外一名媒体“公益真探”来到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所在地，
与该机构创办人梁海光见面，并
于当日获得机构的“独家信息”，
包括机构财务、项目进展、发展
规划等。

事先，梁海光并不知道杨新
花的到访，只知道有位“公益真
探”会来探究机构透明度。 探访
首日， 他们走访了满天星机构，
后去到该机构运营近一年的广
州市凤阳图书馆和运营四年的
华洲图书馆，最后赴机构座谈。

杨新花表示，作为探员她深
刻感受到了机构运营模式，对公
益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原来在
我印象中， 公益就是志愿服务，
捐赠 1 元钱就必须花在受助人
身上，不知道公益机构的执行费
用一说。 ”

这次探访活动让她置身公
益机构， 理解到公益并非零成
本，公益机构运作也需要项目执
行和人员生活费用。 她认为，这
是身为“公益真探”获得的最大
收获。

“公益真探具有一定代表性
和客观性，线下能够相对充分交
流，包括受益人、项目人员、机构
负责人，了解项目真实情况和最
新信息。 腾讯公益通过适当渠道
让公益真探展示所见、 所闻、所
感，被探访机构事先也不知道哪
位公益真探会来，这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探访的客观性。 ”梁海
光表示。

两万名股东“求真”回应

“股东”一词意为股份公司

中持有股份的人， 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享有表决权。 公益股
东，则是指公益项目的捐赠人，
其有权参与公益、关注公益、监
督公益。

2022 年 4 月，“满天星”创
始人梁海光接到腾讯公益邀
请，参加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
通过在线方式与广大网民及捐
赠人交流。 当时，各地疫情时有
出现，项目组需要很多素材。 考
虑再三后， 凭借对自家机构在
透明度方面的信心， 梁海光随
即选择参加。

首场“公益股东人大会”在
腾讯公益流量助推和各业务线
加持下关注空前，在线网友数量
突破两万，通过前期收集网友提
问和现场解答均达到了预期交
流效果。 直播活动结束后，“满天
星”还将现场一些尖锐问题和在
线留言通过公众号、视频号逐一
回复。

“参加股东人大会，机构能
够被捐赠人、协同伙伴、媒体更
多人看见，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好
的传播。 ”“满天星”成了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首次尝鲜后，2022 年 8 月 18
日，“满天星”召开第二次股东大
会，这次完全由“满天星”控盘。
从发布会议信息、 邀请股东、收
集问题、现场解答、后续传播均
由“满天星”完成。

这次股东会在线人数约
2000 人，在没有腾讯公益流量的
推广下，这个数字也让梁海光感
到满意。

“公益股东人大会是腾讯公
益提供给公益机构的数字化工
具，并变成了机构内生的一个透
明化工具， 让机构随时可以使
用。 ”梁海光说，以前每个季度都
要向公众发布财报，向理事会做
项目进展披露，以后则可以做成
公益股东人大会，在最大程度上
满足捐赠人对机构透明度的期
待和诉求。

腾讯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琴表示，相比机构数据，用户
更关心捐款去了哪，有些用户则
希望听到项目发起的初衷众口
难调。“公益股东人大会也在不
断迭代，我们希望把公益股东人
大会做成与捐赠人沟通的一种
有效方式。 ”

让敢于透明的机构尝到甜头

透明是公益机构的生命
线， 是一个机构公信力最基本
的表现。 而接待过一次“公益真
探”、召开过两次公益股东人大
会的梁海光却有着自己的思
考。“腾讯公益平台上现有一万
余家机构， 申请报名成为公益
真探对象的有 400 家， 选出约
100 家， 还有一些中途未准备
好，选择退出。 现存的大量机构
为何没有参与公益真探和公益
股东人项目中？ ”

梁海光觉得， 现实中意识、
方法、工具对于公益机构透明影
响很大。“一些公益机构抱有侥
幸心理，依赖企业、基金会、社会
大众的筹款不能做好信息披露，
不知如何取信于民。 此外，一些
机构缺乏操作方法和工具。 大型
机构年度审计报告、财信披露过
于专业， 可以看懂的内容不多，
一些机构缺乏适合公众阅读的
信息披露工具。 这都会对机构透
明度造成影响。

“不公开透明，没有名气的
小型公益机构就更没有机会。 透
明成本本就应该机构承担，你不
被更多人看见就更得不到支持，
这时捐赠人有权用脚投票，不给
你捐钱了。 ”梁海光说。

据介绍，目前“满天星”的项
目、财务、投资三个部门已经合
力完成透明度建设，每月报表都
会对内外进行公示。 梁海光认
为， 腾讯公益做了很好的示范，
公益真探、公益股东人大会能够
提升公益机构对透明度建设重

要性的认知，让敢于公开透明的
机构尝到甜头，让不敢公开的机
构无路可走。

在参加完首次公益股东人
大会的次日，腾讯公益发布了该
活动相关信息，并附上了满天星
机构的捐赠链接，这使得“满天
星”随后获得四万多元捐款。

腾讯公益也表示，在今年 99
公益日期间，对参与公益股东人
大会的机构在配捐中会有一定
加持，100 位“公益真探”在捐款
过程中也可以为自己支持的项
目争取更多配捐。

数字化战略探真进行时

如今，腾讯技术公益连接相
关方工具已经更加多元。 用户做
好事可以得小红花，小红花可以
用来继续做好事，如此形成公益
正向循环。而基于小红花 IP 推出
的小红花来信，让青年群体感知
做公益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可以
轻松愉悦，这更容易连接和深入
人心。

与此同时， 一些行为公益
的参与门槛也在逐步降低。 例
如 ， 捐步活动已经由最初的
10000 步下降到 6000 步， 捐会
议时长、 看视频等都可以算作
行为公益， 对于公益项目来说
也有了更多的筹款方式和渠
道，让公益参与主体更多元。 目
前， 众多公益机构在通过腾讯
公益平台开展公众筹款和信息
披露等工作。

2015 年起， 腾讯创立的 99
公益日就提出公开透明的理
念， 至今已引入众多利益相关
方加入， 透明方式也是推陈出
新。 2017 财批项目透明组建、
2018 冷静器产品组建、2019 回
响计划、2020 区块链业务、2022
小红花来信， 以及当前正在试
水的“电子签收具象化反馈功
能”等，无不直指公益行业公开
透明。 如今，腾讯又发起“公益
真探”“公益股东人大会”，正向
着平台的公益透明化建设发起
新一轮挑战。

9 月 2 日， 腾讯技术公益数
字工具箱上线， 腾讯云资源+办
公协同软件+技术咨询支持免费
向公益机构开放申请，进一步助
力机构高效透明。

相关人士表示，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带动行业数字化，用数字
化解决透明度问题。 但数字化充
当的只是助手，为捐赠者提供更
加具象化的透明反馈、有效链接
捐赠人、进行人心的交流，才是
公益可持续发展之道。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葛燄表示，“我们想连接每一
个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人，让
他们深入到公益议题中， 与解
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组织产生情
感上的连接和相互支持， 这样
好的公益项目就能得到成长。
另一方面， 机构也应学会与捐
赠者沟通， 而不是将全部精力
放在募款上。 ”

正在开展儿童阅读活动的公益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