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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公益慈善新模式

联劝公益发布捐赠圈研究报告
12 月 4 日，由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联劝公益”）主办的捐赠圈研究
报告发布会暨第二届美好捐赠
圈大会在上海举办。 发布会以

“捐赠圈是否会成为新兴的潮流
捐赠方式”为主题，探索了中国
捐赠圈的未来趋势。

联劝公益理事长王志云表
示，“2018 至 2019 年， 在联劝采
用捐赠人建议基金模式去连接
更多个人和家庭持续参与公益
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社群向我
们提出了‘在一起，做公益’的要
求。 自那时起，我们就开始有意
识地去推动捐赠圈的孵化。 2020
年，联劝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把实
践变成模式分享给行业，让更多
的公益机构、公益平台、公众用
这样的方式产生持续深入、价值
体感强的公益链接。 ”

据介绍，过去 30 年，捐赠圈
（Giving Circle）以其群体多元化
和形式灵活性在全球范围内获
得了知名度。 捐赠圈将人聚集起
来，汇集资源用以支持组织和个
人。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自发地汇
聚资金，共同决定如何将善款资
助给哪个慈善组织或公益项目。
除了捐赠资金，捐赠圈成员往往
还投入时间、 技能等其他资源。

同时，捐赠圈也提供平台，让成
员们有学习和社交的机会。

发布会上，联劝公益副秘书
长张波娜作为《运用捐赠圈激发
公众慈善参与的中国模式研究》
（以下简称“报告”）项目组核心
成员，分享了捐赠圈模式在中国
实践的历程和收获。

报告通过半结构访谈、在线
问卷调研及在档历史数据来收
集定量和定性数据。 其中，半结
构访谈了九个捐赠圈，收集有效
发起人及成员问卷 305 份，问卷
调研的受资助公益机构 24 家，
半结构化访谈两家。 研究发现，
中国捐赠圈成员的主要特征为
年龄在 32-52 岁、拥有良好教育
背景、良好收入、有共同兴趣爱
好、以女性为主。 发起人设立捐
赠圈的主要动因是“一起捐，一
起回馈社会，没有特定资助需求
的共同捐赠”。

此外，捐赠圈的组织类型主
要是围绕核心团体或个人的松
散网络，所以在决策上往往通过
管委会或者核心个人进行决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一般
公益捐赠，捐赠圈成员的捐赠活
动不仅仅捐钱， 同时还捐时间、
捐资源；捐赠圈的资助领域主要
集中在教育领域，资助对象主要
为儿童。

研究指出，捐赠圈允许用自
己的方式参与到公益中，这种新
的捐赠方式着实具有吸引力。 全
球的捐赠圈从 1995 年的 50 个
增长到 2020 年的 2000 余个，呈
现蓬勃之势。 在中国，从零星的
捐赠圈到近几年在联劝公益系
统支持下几十个捐赠圈的萌芽，
同样展现了勃勃生机。

报告指出，捐赠圈的发展离
不开发起人被公益热情感召的
聚心力和成员内在爱心驱动的
向心力。 这两股爱和信任的力量
相互作用，合力推动了捐赠圈发
展。 捐赠圈的成员自愿参与、共
同出资、共同决策，兼有社交、学
习功能等特点，这些都与中国结
社互助的历史留传、传统文化熏
陶下的各种形式的慈善互助社
群一脉相承。

当天， 由联劝公益主办的第
二届美好捐赠圈大会同步开启。
联劝公益方面表示， 捐赠圈的魅
力在于将人、事、物串联起来，共
同构建一个有机的公益生态，不
断产生公益涟漪效应。活动现场，
来自不同领域、 关注不同议题的
50 位圈主和成员进行了充分表
达和交流。 联劝公益也将继续探
索中国公益慈善新模式， 让更多
人更快乐、更自主地参与公益，成
为美好社会的新生力量。 （皮磊）

为持续巩固四川省成都
市金牛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实验区创建成果，以
协商增强基层治理实效，近
日， 由成都市金牛区民政局
主办、 成都市社会组织联合
会承办的金牛区街道协商能
力提升试点工作推进会顺利
开展。金牛区民政局、驷马桥
街道、 茶店子街道分管负责
同志、相关科（室）负责人、街
道政协委员代表、 成都理工
大学社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李向前副教授， 四川省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李仁君教授及成都
市社会组织联合会项目部成
员参与了本次座谈会。

李向前介绍了街道协商
能力提升试点背景， 并阐述
了试点基本思路。 成都市社
会组织联合会项目部成员介
绍了街道“每月协商日”制度
的基本内容，包括试点目标、
基本原则、 如何创新搭建街
道协商理事会平台、街道“每
月协商日”如何开展、协商流
程如何进一步规范、 如何加
强协商保障等。随后，相关参
会人员就试点工作相关问题
进行研究讨论。

李仁君认为， 要区分协
商和行政的性质， 有效降低
社会治理成本， 重点要理顺
机制， 且注重机制与做法的
相辅相成， 才能更好地将经
验与推广相统一。

街道政协委员代表均表
示，通过推行街道“每月协商
日”制度，将协商与决策形成
体系化， 能较好地弥补政协
在协商决策落实方面的不
足， 同时通过搭建街道协商

理事会平台， 能予以各协商
主体更多定期收集、讨论、落
实、反馈协商议题的机会，能
更有效整合资源， 更加畅通
政协参与协商的途径， 发挥
政协参与基层协商的作用。

茶店子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街道开展协商民主的
情况， 就如何提升街道协商
能力， 做好街道协商试点工
作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协
商机制如何建、怎么建，需要
街道对辖区资源进行整合，
同时也要进一步规范街道协
商流程。

驷马桥街道相关负责人
就街道实际情况阐述自己的
观点：创新街道协商理事会平
台，需要更加明晰平台内部分
工，要厘清职责，才能更好地
找到落脚点来推行试点工作。

最后，金牛区民政局副局
长邓先庆进行总结并提出了
试点要求：一是要强化组织领
导权。 充分发挥街道党组织、
街道政协的作用。二是要科学
谋划体系建设。严格把关街道
协商理事会成员的筛选。三是
紧抓资源调控权。链接相关部
门共同参与协商议事。四是坚
持法治观念。明确协商民主运
用范围。五是促进议事程序规
范化。 形成街道议事协商闭
环。 六是坚持发扬民主。 体现
群众参与广泛性，注重沟通对
话平等性。

接下来，项目组将针对
各试点街道的实际情况 ，
以社区提案为抓手 ， 进一
步指导完善街道“每月协
商日”制度，加强四级协商
联动 ， 不断增强基层治理
实效。 （于俊如 ）

成都金牛区推进街道
“每月协商日”试点

近日，水滴公司联合中华慈
善总会和全国重点三甲医院发
起“水滴小善行 双周爱心节
———世界儿童日冬季暖童行
动”，邀请杨颖、李治廷、宋轶三
位明星艺人担任公益大使，共同
呼吁社会爱心人士关注患儿和
家庭。

活动以“一起点亮未来”为
主题， 旨在通过活动为儿童医
院的患儿送去冬日的温暖与祝

福。 与拥有健康生活的普通儿
童相比， 大病患儿不仅需要直
面治疗时的痛苦， 还往往因病
无法上学， 缺少来自师长的教
导、同龄人的陪伴，进而面临心
灵上的孤独。 水滴公司在为困
难大病患儿家庭解决医疗费用
短缺的同时， 也尽力为他们提
供精神支持和社会关爱， 让患
儿能够及时获得有效救治，并
有尊严地回归正常生活。

关心儿童就是关心我们的
未来。此前，水滴公益发起了“心
愿清单”项目，收集大病患者、
尤其是大病患儿的心愿， 并联
合社会爱心力量， 已助力超过
1.5 万名患者实现愿望。 在元
旦、儿童节、中秋节等节日，水
滴公司联合全国多家医院举办
慰问活动，为大病患儿送去节日
礼物，鼓励他们积极治疗，早日
回归正常生活。 （王勇）

水滴公司发起“冬季暖童行动”
为患儿送去冬日温暖

近日，由中国出生缺陷干
预救助基金会遗传病诊治专
项基金发起， 因美纳基金会、
国际公益慈善机构赠与亚洲
联合支持的“罕与光”公益项
目正式启动。 未来三年，“罕与
光”公益项目将携手国内多家
医院为国内罕见病患者家庭
提供免费的遗传病检测，并通
过开展专业医学教育培训，推
动改善中国罕见病诊疗现状。
目前，已有首批 7 家医院签署
了合作协议，覆盖北京、南京、
上海、济南、杭州、长沙和福州
等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
义，罕见病为患病人数占总人
口 0.65‰～1‰的疾病。 全球患
有罕见病的人数超过 3 亿人，
其中约有 2000 万为中国患
者。在全球已确认的超过 7000

种罕见病中，80%源于基因缺
陷导致的遗传病，70%的罕见
病在儿童期就已经发病。 然而
由于临床知晓率低，部分患者
的平均确诊时间甚至长达 5
至 7 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
口期，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

除为 2000 个罕见病患
者家庭提供免费的遗传病检
测之外，“罕与光” 公益项目
还将通过与全国 20 家医院
的合作， 为百余位临床医师
提供系统的遗传病诊断培训
机会， 提升专业医生对疾病
的认知能力。

据悉，“罕与光” 项目成立
于 2017年，致力于为全球罕见
病患者和无法诊断疾病但医疗
条件不足的家庭提供临床全基
因组测序服务。 （张明敏）

“罕与光”公益项目开启
为 2000个患者家庭提供免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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