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帮帮公益平台运营情况报告

帮帮公益平台是由全国公募基金会——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

会牵头，联合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建

设开发，以倡导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以服

务慈善组织、党群组织、民建组织、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爱心企业、

爱心用户和受助人群等为己任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帮帮公益平台自 2018 年 6 月成立以来，在民政部的正确指导下，

在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组织下，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等公益机构的

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技术规范》和《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基本管理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

2021年度，帮帮公益在线筹款公益项目780个，筹款金额12455.9

万元，参与人次 330.4 万次，募款新增注册机构 140 家，其中公募机

构 29家，非公募机构 111 家。

截至 2021年底，共有265家公益机构在帮帮公益平台注册认证，

发布筹款项目 974 个，募集善款 25912.9 万元，参与人次 569 万次。

现将帮帮公益平台 2021 年全年工作汇报如下：

一、以平台名义开展的重大活动情况

（一）帮帮公益平台在第九届中国慈展会联合慈善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

2021 年 11 月 15 日-25 日，帮帮公益参加第九届中国慈展会，秉

承“协作·共创·共享”的核心理念，邀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思源工程



扶贫基金会、千训基金会、壹基金、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爱德基

金会、灵山慈善基金会等公益机构一起推介 16个优秀慈善项目开展

《汇聚慈展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益”路有你， 共绘美好乡村》

专项宣传活动，制作专题、海报、视频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

自媒体平台传播宣传，并撰写新闻稿在人民网、光明网、人民政协网、

国际在线、北青网、新浪公益、环球网、《中国社会组织》杂志共 8

家中央级媒体及门户网站刊发传播，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

引导慈善力量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图 1：《“益”路有你， 共绘美好乡村》海报及传播新闻稿

该专题共展示 16个项目，募集善款达近 1976 万元，捐赠人次达

23.7 万人次。

表 1：“益”路有你，汇聚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数据

“益”路有你，汇聚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项目类型 项目数量（个） 捐赠金额（元） 捐赠人次（次）

乡村改造 4 ￥10,311,865.71 173575



教育助学 4 ￥1,250,893.95 17134

医疗救助 4 ￥5,833,037.51 11247

弱势群体关

爱
4 ￥2,362,579.68 35851

乡村振兴方面上线了 4个项目，其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

“壹基金净水计划”项目，筹款 9.4 万元，用于困境乡村地区孩子安

全饮用水的提供。另“壹基金壹家人计划”项目，筹款 961 万元，用

于因自然灾害失去家园的留守儿童，修复创伤身心，成为壹家人。

教育助学方面上线 4 个项目，其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乡村

支教美丽中国”项目，筹款 100 万元，用于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提供

持续稳定的师资力量，为乡村学生提供扎根生活面向未来的教育。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爱心助学 ‘工’益有你”项目，筹款 20万

元，用于为经济困难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学习，生活费用与物资

支持，帮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医疗救助方面上线 4 个项目，其中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联合

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给唇腭裂孩子微笑”项目，筹款 559 万元，

用于超过 3800 例贫困家庭的唇腭裂儿童接受全额免费手术救治，为

孩子们带来了一生的改变。爱德基金会的“益心医意疾病救助”项目，

筹款 21万元，用于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患者得到救治，构建困境

患病群体医疗救助通道。

弱势群体关爱方面上线 4个项目，其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

“做一名未来投资人”项目，筹款 205 万元，用于在乡村学校建立公

益图书馆与阅读推广系统，让乡村孩子们成为有眼界的优秀的人。深

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项目，筹款 20万元，

用于自闭症等困境儿童的救助，减轻他们的痛苦，使其更好的融入社

会。

（二）开展“9·5 中华慈善日—携手慈善，与爱同行”活动

2021 年 9 月 5 日，帮帮公益平台邀请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北京新阳光慈善



基金会、壹基金、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等

公益机构一起参与“9·5中华慈善日—携手慈善，与爱同行”活动，

针对活动制作专题页面展现，并在帮帮公益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快

手、抖音等账号进行推广，呼吁广大网友一起做慈善行业的行动者，

当爱心奉献的传播者。

图 2：“9·5中华慈善日—携手慈善，与爱同行”活动专题页面

该专题共展示 10个项目，募集善款达 9130 万元，捐赠人次达

105 万人次。



表 2：“携手慈善，与爱同行”专题数据

9·5中华慈善日-携手慈善，与爱同行

项目类型
项目数量

（个）
捐赠金额（元） 捐赠人次（次）

教育助学 4 ￥8,223,693.15 59500

灾害救助 1 ￥63,088.00 286

乡村改造 3 ￥13,003,420.87 185704

医疗救助 2 ￥70,016,852.09 805830

教育助学方面上线 4 个项目，其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

望工程 1+1 助学”项目，筹款 363 万元，用于关爱、服务广西地区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弱势青少年群体，为其建立起完善的助学链条，

覆盖小学到大学各个学习阶段，注重其知识培养和人格培养。中国青

基会联合全国青基会发起的“同心共筑 希望小屋”项目，筹款 265

万元，通过捐款捐物、软件支持、师资培训等方式，在偏远乡村建设

才艺学习，科学实践、体育训练等内容的“希望小屋”，用于提升青

少年素质、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

灾害救助方面上线 1 个项目，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美

德漂流绘本馆驰援河南洪灾”项目，筹款 6.3 万元，用于河南洪灾过

后受灾眼中的公办园及普惠园捐赠书架和绘本图书，助力重建。

乡村振兴方面上线 3 个项目，其中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

“心愿 100-梦想空间计划”项目，筹款 283 万元，用于欠发达地区

困境学生的现状需求改善，聚焦乡村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为全

国欠发达地区困境家庭 6-11 岁学生打造学习空间，让他们有一处更

加健康使用的独立学习环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壹基金壹家

人计划”项目，筹款 1002 万元，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与发展，

公益支持与创新等多个方面的行动，让受灾群众、困境儿童有获得有

尊严。

医疗救助方面上线 2个项目，其中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韩

红爱心「月捐人」计划”项目，筹款 6926 万元，用于一条“天路”：



深入边远地区，提供专业高效医疗援助；一处“依靠”：为西部地区

乡镇卫生院捐赠急救设备；一座“灯塔”：通过与各地卫健委和知名

三甲医院合作建立专科定向培训基地，为急诊科，超声科，妇产科，

儿科的基层医护人员提供系统培训。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新阳

光之友（月捐）”项目，筹款 75万元，用于为血液及肿瘤疾病患者

带去改变，让每一个大病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联合爱心网友，做

专业的疾病社工服务组织，为患者和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

（三）联合光大银行开展《陪伴一生，一生陪伴》公益活动

2021 年底，帮帮公益平台联合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在光大银行

APP 上发起“动物保护公益专区”线上筹款专题活动平台，聚焦于动

物保护公益领域，为优质的公益项目提供展示和曝光，让更多的光大

信用卡用户了解并参与到这些公益项目中来，与光大信用卡携手共

进，支持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事业发展。



图 3：《陪伴一生，一生陪伴》活动截图

（四）联合民建各级组织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

2021 年，帮帮公益平台积极与全国各级民建组织合作，为他们提

供公益项目梳理、互联网平台筹款培训等服务，共同参与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其中联合民建北京市委开展“北京民建公益

基金同心圆公益计划”，截至 12月 31 日，通过帮帮公益平台线上筹

款 797069.14 元，共 3292 人次参与。并联合民建天津市委开展“水

上记忆大碗茶‘慈善助学项目’”，倡导广大会员积极投身慈善公益

事业，将“指尖公益”、“人人公益”引领为民建公益新时尚。

二、平台合规性情况：

（一）依法进行平台开发和技术管理



帮帮公益平台的开发完全依据《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技

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通

过健全本平台网络与网络系统内部控制及管理制度，从基础层面上做

好本平台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的制度性工作。

帮帮公益平台组织开展多场互联网公益平台慈善法律法规学习

活动，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

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进一步完善平台的用户体验体系，优化平

台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提升平台整体的精细化运营模式，在用户体

验、资源整合、信息服务等方面，为各慈善组织提供一个方便、快捷

的服务平台。

根据民政部《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技术规范》关于“平

台定期为平台服务器做巡检”的要求。帮帮公益平台严格执行平台活

动管理内容，定期检测平台发布信息有无涉密问题、平台信息目前对

外发布是否适宜，并优化了平台短信反馈等功能，增强平台的安全、

可靠性。

（二）建立信息审查巡检制度

目前，用户可通过帮帮公益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

帮帮公益 APP 等方式进行访问。平台上公开发布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

信息，遵循“涉密不公开、公开不涉密”的原则，建立严格的审查巡

检制度，对平台上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帮帮平台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梳理各慈善组织的上线项目相关

材料。并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根据民政部《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

范》第五条第一点，平台应验证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

证书等要求。帮帮公益平台严格按照《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基本管理规范》要求，针对慈善组织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进行全面梳理，并与相关慈善组织进行沟通，严格要求按照审核标

准上传项目资料。



2、根据《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技术规范》、《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帮帮公益严格要求合作

慈善组织项目上线前必须提供公开募捐备案，项目内容必须包括募捐

目的、起止时间、接受捐赠方式、项目执行成本和剩余款项处理计划

等完善信息。并按照要求提醒各慈善组织上传项目进度、项目反馈、

项目剩余款项处理反馈等事项。

（三）及时披露运营报告和开通投诉通道

帮帮公益平台各年度运营情况报告按时在平台披露，并在帮帮公

益平台开通投诉通道，提供投诉邮箱、电话等接受社会监督。

三、引导支持慈善组织围绕防灾减灾、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方

面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工作及成果

帮帮公益平台 2021 年防灾减灾领域上线 14 个项目，募集善款

368 万元，募款人次 6.2 万次；乡村振兴领域上线 228 个项目，募集

善款 3330 万元，募款人次 51.4 万人次；疫情防控领域上线 12 个项

目，募集善款 233 万元，捐款人次 2.3 万次。

表 3：2021 年防灾减灾、乡村振兴、疫情防控项目筹款及人次统计

2021 年防灾减灾、乡村振兴、疫情防控项目筹款及人次统计

类别 项目数量（个） 金额（元） 捐款人次（次）

防灾减灾 14 3676389.11 62469

乡村振兴 228 33302880.2 514445

疫情防控 12 2331553.8 23455

防灾减灾方面上线了 14个项目，其中广东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

“抗汛救灾 希望同行”项目，筹款 216 万元，用于河南抗洪抢险。爱

德基金会的“爱德驰援河南洪灾”项目，筹款 204 万元，用于河南抗

洪救灾。

乡村振兴方面上线了 228 个项目，远远高于其他类别的项目。其

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 1+1 助学”项目，筹款 322 万

元，用于乡村教育。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儿童健康营



养+”项目，筹款 310 万元，用于助力乡村儿童健康成长。

疫情防控方面上线了 12个项目，其中北京市慈善协会的“新冠

肺炎防控及社会救助专项募捐”项目，筹款 93万元，用于北京的医

务护人员、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保护等。湖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

“抗击疫情，希望同行”项目，筹款 72万元，用于湖南的疫情防控。

四、运营主体对平台的支持保障情况

（一）平台领导高度关注和支持帮帮公益平台发展

自 2018 年 6 月帮帮公益平台成立以来，整合社会各界的爱心力

量，为广大慈善组织搭建互联网募捐合作的桥梁。中华思源工程扶贫

基金会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要求帮帮公益平台担当起全国性公

募基金会带动慈善行业发展的职责，将帮帮公益平台打造成为一个为

全社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服务的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

（二）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全力支持平台研发、运营成本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为帮帮公益平台配备了独立办公室，承

担了全部平台运营人员工资成本。在北京办公场所设置了运营人员 5

名，购买第三方技术研发公司服务提供网站开发工作，保障平台方便、

快捷、安全、可靠的运行。为了减轻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依赖，帮帮

公益平台于 2021 年年底在重庆设立了自有研发中心，产品、研发、

设计团队员工规模 20人，全面保证平台的技术开发工作有序开展，

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互联网服务。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严格落实《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技术规范》、《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

严格落实《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技术规范》、《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行业标准，加强平台的日

常运营管理与服务质量提升，不断探索和加强平台系统的稳定性、安

全性，不断改善平台使用的便捷性，持续提高平台的使用效率，提升

用户的体验和满意度，简化系统界面操作流程，方便爱心人士捐款。

（二）运营提升，持续引导公益组织注册使用。



结合当前互联网募捐平台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制定出帮帮公

益平台的发展规划，增强和媒体、爱心企业、公益机构的互联互通，

在符合慈善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下，不断开发新颖的互联网募捐

形式和方法，充分调动全民参与公益项目、公益活动的热情，进一步

提升平台覆盖面、用户活跃度、帮扶精准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平台在业内知名度，持续的保持服务提升和互联网募款能力增强、微

信小程序的宣传使用、不断创新的宣传方案、不断地积累各界爱心人

士，吸引公益组织在帮帮公益平台进行注册并发起项目筹款。

（三）优化帮帮公益相关功能，给广大公益机构提供更加完善服务。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公益机构，帮帮公益平台自有研发中心于

2021 年设计新版平台功能，预计 2022 年上线。在继续保障和优化项

目展示和募捐功能的基础上，将增加筹款筹物、一对一捐赠、捐赠意

向、捐赠人维护等功能。

（四）不断加强网络安全措施。

根据《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技术规范》，不断完善帮帮

公益平台网络安全，加强内部管控及管理，从基础层面上做好平台网

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帮帮公益网站、微信公众号、APP、微信小

程序等平台上公开发布的信息，积极遵循“涉密不公开、公开不涉密”

的原则，建立严格的审查巡检制度。对平台上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审

核把关，定期为平台服务器做定期巡检，包括但不限于：平台发布信

息有无涉密问题；平台信息目前对外发布是否适宜；信息中的文字、

数据、图表、图像是否真实准确等。打造透明、开放、可信赖、安全

的互联网公益平台。

六、2021 年帮帮公益平台运营数据

（一）服务慈善组织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合计服务慈善组织 383 个，其中 2021 年新增服

务慈善组织 140 个，占总数的 36.6%；公募慈善组织合计 118 个，2021

年新增 29 个，占比 24.6%；非公募慈善组织合计 265 个，2021 年新

增 111 个，占比 41.9%。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入驻帮帮公益平台，平



台的影响力已逐渐提升。

详细数据分析请见以下三个数据表：

表 4：2021 年度新增服务慈善组织数量及截至 2021 年底服务慈善组织总数和占

比。

服务慈善组织数量（个）
2021 年新增 2021 年之前 合计

140 243 383
占比 36.6% 63.4% 100%

表 5：2021 年度入驻帮帮公益平台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新增数量和总数

及占比。

服务公募慈善组织数量

（个）

2021 年新增 2021 年之前 合计

29 89 118

占比 24.6% 75.4% 100%

表 6：2021 年度入驻帮帮公益平台的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新增数量和

总数及占比。

服务非公募慈善组织数量

（个）

2021 年新增 2021 年之前 合计

111 154 265

占比 41.9% 58.1% 100%

（二）发布公开募捐项目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平台项目上线总数 974 个，2021 年度在筹项目

780 个，新增项目 499 个，新增项目占比 51.2%，新增项目逐年提升。

新增项目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类项目占比最高。

表 7：截至 2021 年底平台项目数据



公开募捐项目情

况（个）

2021 年新增项目 2021 年在筹项目 平台项目总数

499 780 974

平台项目占比 51.2% 80.1% 100%

（三）公开募捐项目进展情况

1、2021 年度公开募捐项目 780 个；筹款 12456 万元；捐款人次

330 万次。随着人们的公益认知提升，捐款与捐赠人次也不断的突破

往年记录，屡创新高。

图 4：2021 年度筹款额和募捐人次

2、平台上线以来公开募捐项目 974 个；筹款 25913 万元；捐款

人次 569 万次。



图 5：平台上线以来总筹款额和筹款人次

2、平台上线以来筹款总额排名前五的公募慈善组织分别是中华

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表 8：平台上线以来筹款总额排名前五的公募慈善组织筹款数据。

序

号
公募机构 筹款总额（万元） 筹款人次（万次）

项 目 数

（个）

1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

金会
6497 13 189

2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4087 46 1

3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
3804 48 26

4 爱德基金会 1384 30 52

5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

会
1161 21 43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作为帮帮公益平台的运营主体，在平台

运行初期，给与了帮帮公益平台大力支持，上线项目最多，并且大力

推动各地民建组织会员在帮帮公益平台上面捐款，尤其是脱贫攻坚及

救灾救援、抗击疫情类项目，会员捐款非常踊跃。民建会员以经济界

人士为主，因此平均捐款金额相比其它基金会较高。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最早在帮帮公益平台发起月捐的地方公

募基金会，受到基金会发起人韩红的带动，有大量忠实的月捐捐赠人。

且韩红基金会每月都会给捐赠人推送捐赠进展，深得捐赠人信任。因

此韩红爱心基金会的项目不多，但是捐赠额一直稳步增长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帮帮公益平台发布项目 21个，项目数

量较多，且项目优质，通过动员了各地青少年、团委力量推动项目捐

款，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

爱德基金会通过帮帮公益平台上线项目较多，项目和捐赠人数量

比较稳定，处于稳步增长状态。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帮帮公益平台上线的项目以品牌项目

为主，月捐项目增速稳定，与其它基金会项目处于领先状态。

总之，帮帮公益平台将在今后继续履行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的职责，为更多社会组织和捐赠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我国公益事

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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