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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数字人民币，让捐赠场景更多元

新闻 NEWS

早在 2022 年 4 月， 作为
法定货币的一种，由中

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在
广州试点推行， 因为不用通过第
三方支付平台，使用方便快捷，没
有提现、还款手续费，减轻支付成
本，同时也没有支付场景障碍，数
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在过去半年不
断丰富。

随着线上支付的普及，如今线
上捐款在慈善领域也已非常普遍。
日前，广州市慈善会联合广益联募
平台紧跟“潮流”，试水数字人民币
捐赠场景，以广州市慈善会发起的
慈善项目为试点，推出了广州首个
线上数字人民币公益捐赠场景。

开通便捷
捐赠支出需手机验证

值得一提的是， 使用数字人
民币捐赠， 首先需要注册开通数
字人民币钱包。 捐赠者需要先下
载“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绑
定手机号，设置登录密码后，选择
中国农业银行（目前广益联募数
字人民币捐赠仅支持该银行）作
为提供服务的运营机构， 成功开
通属于自己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当点击“充钱包”时，APP 将
提示输入支付密码、输入身份证
信息、绑定银行卡号（作充值用，
可关联多家银行的银行卡，不一
定要选回中国农业银行）、 验证
银行卡、完成人脸识别，随后即
可通过绑定银行卡充值，整个过
程不到一分钟即可完成。

在捐赠支付场景， 可点开
“广益联募”的微信公众号，在菜
单栏点开“善捐”即可进入捐赠
页面，选择由广州市慈善执行的
募捐项目，在支付捐款时可以选
择数字人民币支付。 需要留意的
是， 和其他移动支付方式不同，
数字人民币捐赠需要通过短信
验证，然后输入支付密码，虽然
多了一个确认环节，但在输入完
毕后， 便立即显示捐赠完成，弹
出电子捐赠证书页面。

有一点需要捐赠者留意的
是， 虽然数字人民币是法定货
币，但如果用户开启了随用随充
服务，付款时钱包余额不足的将
自动从已关联银行卡充钱到钱
包并完成支付；如不希望使用该
项服务，则可以通过 APP“钱包
管理”予以关闭。

未来将进一步完善
开通更多场景

互联网募捐平台是公众和慈
善组织间的连接器。 广益联募平
台是广州市慈善会发起的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2014 年上线
开启“微捐”时代，2016 年入选为
全国首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2017年更名为“广益联募”。

据介绍，现阶段，广益联募平
台的数字人民币支付捐赠功能仅
在广州市慈善会发起的慈善项目
上适用， 爱心市民可以使用中国
农业银行数字人民币在平台上捐
赠，与此同时，平台正与多家银行
对接，待条件成熟后，市民将可以
选择更多银行的数字人民币进行
捐赠。

不仅仅是广州。 在不少地区，
公益慈善也和数字人民币碰撞出
新的火花。 2022年 9月初，张家港
市五家首批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
的“云上+实体”慈善超市开业，其
中一家门店在近日收到第一笔数
字人民币消费支付； 同样在 9 月

初，苏州银行开展 2022年“慈善一
日捐”活动，首次采用数字人民币
募捐方式，慈善捐款总计 200万元
成功以数字人民币的形式汇入苏
州市慈善基金会的数字钱包中；10
月底，在中国人民银行义乌支行及
金融办的指导和推动下，爱心人士
在义乌市慈善总会通过数字人民
币 APP向困难大学生完成了 1万
元数字人民币捐款，这是当地的首
笔数字人民币捐款。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数字人
民币试点地区累计交易笔数 3.6
亿笔、金额 1000.4亿元，支持数字
人民币的商户门店数量超过 560
万个。数字人民币在批发零售、餐
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
域已形成一大批涵盖线上线下、
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

在广州市慈善会相关负责
人看来，数字化正在成为公益慈
善发展的新引擎，互联网募捐平
台应与时俱进，以“数”赋能，为
慈善生态发展增添新动力，而广
州市慈善会也将通过重构技术
框架、升级功能、拓展捐赠场景、
提供个性化技术服务等方式，从
公众便利捐赠、慈善组织规范募
捐角度出发，开辟多场景筹款体
验，助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应用场景不断升级
广益联募玩法多

2017 年，广益联募平台全新

升级上线。 启动之初，该平台就
借助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且不可
更改的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全程
追踪善款流向，提高公益慈善募
捐的公信力。 上线的六年时间
里，广益联募平台不断拥抱新技
术，更新迭代，满足大众的慈善
需求。 在使用广益联募平台时，
不少新功能同样值得留意。

更新之后的“善行”板块丰富
了其组队行善功能，报名参加慈善
活动的队长、队员均可自行填报报
名信息、 自由加入或退出队伍，队
员亦可在用户中心查看自己的报
名信息和状态，从而减轻队长报名
负担，提高用户操作自由度。

另外，平台在报名关键节点
还设置了公众号推送，及时告知
公众活动状态，并针对因未关注
公众号而无法成功接收消息的
公众，平台在用户中心预留消息
通知入口，用户登录平台后即可
查看近期消息通知。

升级后的“善行”组队筹款功
能成为慈善组织重要的社群动员
力量，2022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期
间，各慈善组织通过“善行”板块组
建的筹款队伍超 880支，累计筹款
约 306万元， 大大提升了公众参
与、慈善组织筹款动员的便捷性。

广益联募平台上线了“微项
目”功能，该功能可以全面系统
地整合不具有法人主体或不具
有公益性团体的固定队伍（如社
工站、社区志愿者组织、大学生

社团等非独立法人团体）的筹款
数据，撬动社区慈善资源，有助
于节省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工
作成本，激发社区慈善活力。

平台新设置了“黑白名单”，
未按慈善法信息公开要求定期
提交项目反馈的慈善组织，将会
被平台列为黑名单，并限制其发
起新项目的权限。 这一功能运用
技术限制方式推动慈善组织及
时更新上传项目信息公开，通过
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保障社会捐
赠善款合规使用，便于公众通过
平台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增强
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而“数据中心”功能，支持从
不同维度对项目筹款情况进行
分析， 便于开展捐赠人维护，以
解决慈善组织捐赠数据分析难、
查询不便的问题。

为推动“微心愿”功能的便捷
使用， 提高慈善组织帮助求助人
发布求助信息的效率， 平台上线
了“批量上传”功能，同时结合该
功能推出“微心愿 H5”专属筹款
通道功能， 致力为爱心单位量身
打造个性化筹款页面， 提升慈善
组织连接爱心企业资源的粘性。

（据善城广州）

近日，美赞臣中国与美赞臣
公益基金会携手中国出生缺陷
干预救助基金会、 新浪微公益

以及抖音， 在国际罕见病日当
天发起“为爱呐罕·看见柠檬宝
宝”# 特殊的一餐 # 公益倡导
行动， 通过让普通人切身感受
罕见病宝宝日常饮食的不易，
为爱呐“罕”，呼吁社会更多人
关注罕见病。

除了发起社交媒体活动，在
此前举办的博鳌健康食品科学
大会暨博览会上，美赞臣中国还
专门带去了儿童罕见病、牛奶蛋
白过敏相关的主题分享，将美赞
臣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产品的
探索、经验分享，以科学守护孩
子们健康成长。

罕见病是指患病率低于五
十万分之一，或新生儿发病率低
于万分之一的疾病，目前，全球

已知罕见病约有 7000 种， 但仅
有不到 10%的罕见病有已批准
的治疗药物或方案。 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罕见病患者已超过 3
亿人，其中近 50%是儿童。 而在
中国， 罕见病群体的规模约有
2000 万。

普通人简简单单的生活，对
罕见病患儿来说都非常不易。 以
甲基丙二酸血症（也称“柠檬宝
宝”）为例，由于患者体内缺乏氨
基酸代谢酶,因而无法较好地代
谢食物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导
致甲基丙二酸在体内蓄积，会导
致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不仅会影
响生长发育，甚至会损伤大脑及
神经系统的发育，严重影响智力
发展。 因此，即使是肉、蛋、奶这

些最普通不过的营养补充，对很
多患儿来说都是终生无法品尝
的美味。

因此，今年美赞臣中国联合
公益合作伙伴在社交媒体平台
发起 # 特殊的一餐 # 行动，希
望让普通人在国际罕见病日这
一天用肉、蛋、奶之外的食材，制
作营养丰富、健康的菜品，并将
制作过程或成果在社交媒体上
通过视频、直播或图文形式展示
出来，与罕见病家庭共情，以行
动“为爱呐罕”，让更多人看见罕
见病群体。

早在 2009 年， 美赞臣中国
便和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
发起国内首个大型“苯丙酮尿症
（简称 PKU）患儿特殊奶粉补助

项目”，不仅帮助困境 PKU 患儿
健康成长，更为罕见病救助树立
了成功范例， 对国家出台 PKU
患儿治疗补助政策起到了积极
推动的作用；2020 年 11 月，美赞
臣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支持扶
助遗传代谢性罕见疾病儿童成
为美赞臣公益基金会成立后首
个探索的公益方向。 2021 年，美
赞臣公益基金会携手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等全国 9 家长期关注
罕见病群体的机构与组织合作，
发起“罕见生命之力，守护他们
去冒险”公益倡导；2022 年，美赞
臣公益基金会进一步聚焦帮扶
柠檬宝宝，联合公益合作伙伴开
展“为爱呐罕，看见柠檬宝宝”公
益行动。 （徐辉）

美赞臣公益基金会发起“特殊的一餐”行动
呼吁更多人关注罕见病

数字人民币钱包页面

广益联募多个功能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