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文件 

闽红办〔2020) 17 号 

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全省红十字会 

系统参加 2020 年“99 公益日”募捐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红十字会、平潭综合实验区红十字会，各省（部）属高 

校红十字会，会机关各部室和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关于举办第三届红十字系统 

99 公益日总动员活动的通知》（中红办字〔2020) 60 号），为推进 

“互联网＋公益”在我省红十字会系统的开展，实现全省上下联动、 

共同打造我省人道公益募捐品牌，经研究决定，在今年“99 公益

日”期间，组织全省红十字会系统集中开展网络募捐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 

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重点集中捐赠时间为每天 9: 00一24: 00 

（腾讯公益将实行配捐，当天配捐额用尽即结束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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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项目 

今年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参加“99公益日”募捐活动共 2 个项

目：“爱・过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和“‘救’在身边”（配置 

AED)。具体募捐项目内容、募捐链接、募捐二维码详见附件 1, 

子项目募捐二维码由各地发起子项目后自行生成。 

组织方式 

“爱・过年”项目和“‘欢’在身边”项目，采取由省红十

字会统一发起母项目，各设区市红十字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红十

字会在该母项目下发起市级子项目的方式，组织本级及其所辖市、 

县、区级红十字会在专属的子项目筹款页面发起“一起捐”进行

筹款。“一起捐”的发起澡作流程详见附件 2。 

根据“谁筹款、谁执行救助”的方式组织实施。“爱・过年” 

子项目所筹集款项由省红十字会统一下拨各地，专项预算执行， 

用于各地开展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

动； "‘救’在身边”子项目所筹集款项由省红十字会统一招标

采购 AED，而后按各子项目筹款可购买的最高 AED 台数，发放各

地设置使用（如，A 地子项目筹款 3. 8 万元，初按每台 2. 5 万元

计算，实际可购买 AED 台数为 1. 52 台，则按 1台发放给 A 地， 

超出款项由省红十字会统筹使用）。 

激励表扬 

（一）对各设区币红十字会（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红十字会） 

在“99公益日”3 天内，平均筹款金额列居前三名和平均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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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列居前三名的单位给予通报表彰，并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同时， 

对平均筹款金额列居前三名和平均捐赠人次列居前三名的单位分

别给予 5万、3万、2 万的项目支持款，用于各地开展“爱・过年” 

项目执行救助。同一单位同时获得平均筹款金额和平均捐赠人次

前三名的，予以叠加奖励。 

1．平均筹款金额的评选标准：筹款总金额为“爱・过年”和 

"‘救’在身边”两个子项目的筹款之和，即：网络筹款十腾讯

配捐＋腾讯各类非限定激励（不含企业配捐），以平台数据为准。 

筹款总金额除以所辖地单位基准数，所得结果为平均筹款金额。 

以平均筹款金额进行排名。如遇同分情况，则公众筹款总额高的

在前。 

2．平均捐赠人次的评选标准：总捐赠人次为“爱・过年”和 

"‘救’在身边”两个子项目的捐赠人次之和，以平台数据为

准。总捐赠人次除以所辖地单位基准数，所得结果为平均捐赠人

次。以平均捐赠人次进行排名。如遇同分情况，则总捐赠人次高

的在前。 

3．各所辖地单位墓准数如下：福州市 13个、厦门市 7个、津

州市 12个、泉州市 12 个、三明市 13 个、莆田市 6个、南平市 

11 个、龙岩市 8个、宁德市 10 个、平潭 1 个，共计 93 个单位。 

（如，福州市红十字会两个子项目所筹款总金额为 13万元， 

除以所辖地单位基准数 13 个，则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平均筹款金额

为 13万元令13=1万元；再如：福州市红十字会两个子项目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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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动的总捐赠人次为 1. 3 万，除以所辖地单位基准数 13 个，则

福州市红十字会本次的平均捐赠人次为 1. 3 万令13=0. 1 万） 

各设区市红十字会（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红十字会）子

项目获得腾讯公益的非限定性配捐，省红十字会也将全额分配拨

付给各地使用。 

对各省（部）属高校红十字会在“99公益日”3天内， 

动员参与超过 100 人次的省（部）属高校中评选出“优秀组织单

位奖”3名，一并通报表扬。 

对于发起“一起捐”筹款额度达到 5万元（含 5万元） 

以上的企业、医院、机关单位、爱心团队等（不含各级红十字会）, 

由各设区市红十字会汇总上报，省红十字会将分别授予“2020 年

度福建省红十字会‘99 公益日’优秀爱心单位”荣誉称号。申报

汇总表格式详见附件 30 

五、腾讯公益“，，公益日”配捐规则 

"99 公益日”倡导全民参与、小额多次捐赠。具体配捐规则

如下： 

腾讯公益将为在 9 月 7 日一9 日每天早上 9 点开始，在配捐时

段内的每笔不低于 1 元的捐赠进行随机墓础配捐，每人每天累计

多笔基础配捐总额最高为 999 元；获得基础配捐后可发起集小红

花活动，通过邀请好友捐款或点赞的方式集小红花，可获随机 

3-10 倍的小红花配捐翻倍。每日配捐配完即止，若当日配捐未配

完将顺延至活动结束。 

一 4- 



如一名爱心人士在配捐时段向某一个项目捐赠 10 元，那么他

将有机会获得 8 元的基础配捐金额，在该笔捐赠完成后，他又可

以邀请好友帮助集小红花，集满 299 朵小红花后，将有机会获得

随机 5倍小红花配捐翻倍 40元（基础配捐 8 元＊5 倍＝40元），则

该项目即可获得实际捐赠 58 元（捐赠 10元＋基础配捐 8 元＋小红

花配捐翻倍 40 元）。 

提倡小额多次捐赠，以提高随机配捐率。比如，一名爱心人

士拟捐赠 100 元，可建议他在配捐时段分 10次、每次 10 元进行

捐赠，这样会更大概率获得更多的配捐金额。 

腾讯公益还将在配捐时段提供 8000万非限定性配捐，可用于

组织运营与发展等非限定性方向。根据非限定性配捐规则，9 月 7 

日早上 9点开始，项目公众筹款额及捐赠人数（去重）均达标， 

即可获得对应的非限定性配捐，配完即止。如，某设区市发起的

子项目，在配捐时间内，公众筹款达 2 万元，且捐款人数（非人

次）达到 20 人以上，可以获得配捐金额 0. 16 万元。腾讯公益 8000 

万非限定性配捐达标条件详见附件 40 

六、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99公益日”已成为我

省红十字会系统开展互联网人道资源动员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渠

道。去年“99公益日”期间，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以母子项目为核

心，集中力量打造统一的项目品牌，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根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主要围绕“‘救’在身边”“爱・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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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品牌开展募捐活动，各地、各单位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安排专人负责，认真学习研究活动规则，做好组织动

员工作，增强工作主动性、灵活性和实效性，通过上下联动，形 

成全系统品牌合力，实现项目、平台、传播、行动“四个统一”， 

推动形成红十字集团化资源动员矩阵。各设区市红十字会（平潭

综合实验区红十字会）请于 8 月 13 日前将“99 公益日”经办人

及联系方式报送省红十字会项目办，并于 8 月 14 日前发起各子项 

目。 

（二）要积极动员，实现广泛参与。"99公益日”是社会化、 

开放式的资源动员机制。各地、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

道领域助手的优势，提前布局，广泛组织，在筹备阶段积极主动

拓宽募捐途径，深挖合作对象。要充分带动本单位、本系统内人

员的积极性，组织红十字专兼职千部全员参与，并针对不同群体

设计组织、动员和宣传方式，可以通过小红花点赞、定制接龙、 

会员捐一元、转发献爱心等方式组织红十字会会员、红十字志愿 

者、红十字青少年参与助力；可开展“共产党员十元捐”，以机关

党建合作形式动员各级机关党员干部参与；可通过公益消费券、 

企业配捐、爱心义卖等形式，联合爱心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参与；

可联合各爱心团体，在充分尊重意愿的前提下，动员潜在受益群

体或受益群体的周边人群参与转发支持等等。通过动员合作部门、 

合作企业、理事、会员、志愿者、爱心企业、爱心团体和爱心人

士发起“一起捐”等形式，为爱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爱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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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爱心人士奉献社会搭建开放共享的人道服务平台。 

活动结束后，各地、各单位需对发起“一起捐”的情况进行

汇总上报，各设区市红十字会负责本级以及对所辖县、市、区级

红十字会发起“一起捐”的情况进行汇总上报。为便于统计，建

议各地在发起“一起捐”时，将发起者名字修改为“xx 县（区） 

＋名字或团队”（如，鼓楼区张三、长乐区某爱心企业、建宁县造

干志愿服务队等）。汇总表格式详见附件 50 

（三）要抓好工作落实，切实取得实效。今年，省红十字会

加大各项激励力度，配套项目支持资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激发

各地开展“99 公益日”网络募捐活动的积极性，在第三届全国红

十字系统 99 公益日总动员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各地、各单位要

明确目标，自我加压，全员动员，力争取得好的名次。各地各单

位要将筹资与宣传相结合，筹资与执行相衔接，做好配套的项目

设计、宣传引导、项目执行工作，积极推广先进经验，为基层服

务好，协助提高基层筹资能力。通过加强媒体合作，联动各党政

机关官方微信公众号，争取当地自媒体支持等多种方式，发布活

动信息和设置捐款二维码链接，提供简单指引，多次推送。以线

上宣传动员为主，视情开展线下场景宣传动员活动，扩大红十字

公益项目的影响力和参与面，用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网民和人民群

众的大力支持，提升红十字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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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99 公益日”募捐项目 

2．“一起捐”操作流程 

3．腾讯公益非限定性配捐达标条件 

4. 2020 年度福建省红十字会“99公益日”优秀爱心单 

位申报汇总表 

5."99公益日”募捐活动发起“一起捐”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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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9 公益日”募捐项目

项目
名称 爱·过年 救在身边你可以

项目
内容

为“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募集专款，帮助贫困家庭

温暖过年。

为人群密集公共场所设置便

携式自动体外除颤器（简称 AED）

及普及培训募集专款，提高突发

心脏骤停患者抢救成功率。
项目
链接

http://gongyi.qq.com/succ
or/detail.htm?id=200953

https://gongyi.qq.com/succor
/detail.htm?id=210128

项 目
二维码

小程序码

项 目
二维码

微信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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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一起捐”操作流程

“一起捐”是腾讯公益为个人和团体打造的互动筹款页面，大

家可以以个人或单位、组织、高校社团、校友会、一个家庭等任何

大小的组织发起。该项功能只可在手机上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一、进入项目捐赠页面的方式（两种，任选其一）

1.关注公众微信号“福建红十字”，在菜单栏目：“我要捐赠”

中，点击项目名称二维码；长按二维码，在最底部，选择“前往图

中包含的小程序-腾讯公益”或“识别图中的二维码”，进入捐赠页

面。（各地市可在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设置子项目捐赠二维码

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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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微信→我→支付→腾讯公益→查询公益项目（输入项目

名称，如：爱过年，救在身边）（通过本方法“查询公益项目”，有

可能出现项目重名，建议优先使用扫描二维码方式）

二、进入所选项目的项目捐赠页面，点击“发起一起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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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入“一起捐”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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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入“一起捐”预览页面，审核无误后发布，完成发起；

可带头捐出第一笔款；同时，点击“分享”，在“分享”页面，可

以将“一起捐”二维码图片保存在相册，后续通过“朋友圈”发布

图片，并配上相关劝募文字；也可以直接将发起的项目链接，选择

转发给朋友和微信群（该转发无法发到“朋友圈”）。

五、个人捐赠情况查询

您通过“腾讯公益”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微信→我→支付→

腾讯公益，可以查询捐赠信息，还可以对已发起的“一起捐”进行

查询和编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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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在项目页面，查看所有人捐赠情况，如下图：



— 15 —

附件3

腾讯公益非限定性配捐达标条件

腾讯公益非限定性配捐配捐金额为8000万元，面向所有99在

筹项目（含子项目）。配捐使用方向：由获得配捐的公益慈善类组织

统筹，可用于组织运营与发展等非限定性方向。配捐规则：9月7

日早上9点开始，项目的公众筹款额及捐赠人数（去重）均达标，

即可获得对应的非限定性配捐，配完即止。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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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0年度福建省红十字会

“99公益日”优秀爱心单位申报汇总表
设区市红十字会： （盖章）

序号 单位名称

一起捐情况
总筹款金额

（元）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 参与人次
公众筹款

（元）

获得项目配

捐（元）

项目筹款合计

（元）

1
A项目

XX市XX县红十字会
B项目

备注：统计时间为9月7日0时至9月9日24时。

请于9 月 15 日前将附件4 以电子版和纸质版形式同时报送至省红十字会项目办，联系人：李丽延，电话：

0591-87767629，邮箱：855098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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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99公益日”募捐活动情况汇总表

设区市红十字会： （盖章）

序号 单位名称 子项目

一起捐
公众筹款

（元）

获得项目配捐

（元）

获得非限定配

捐（元）
筹款合计（元）一起捐

发起数

组队

数量

参与

人次

1 XX市红十字会
爱·过年

“救”在身边

2 XX区县红十字会
爱·过年

“救”在身边

小计

备注：

1.统计时间为9月7日0时至9月9日24时。

2.市本级、每个县（区）红十字会均需全部列在表中，如未发起“一起捐”，请填写数量为0。

3.省红十字会直属志愿服务队, 各省（部）属高校红十字会亦使用此表。

请于9月15日前将附件5以电子版形式报送至省红十字会项目办，联系人：李丽延，电话：0591-87767629，邮

箱：855098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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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 2020年 8 月 11日印发

抄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