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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本质是建⽴连接，不仅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建⽴连接，还要在现在

和未来之间建⽴连接。⼀种有⽣命的连接⾄少必须有三个要件：建⽴信任机制、

形成信⽤社会、产⽣未来价值。 

本⽩⽪书以⾮常简明的⽅式，阐述了“通证公益”的意义和初步设想。我们认

为，“通证公益”将有可能并且也应该成为公益的⼀种趋势，因为“通证公益”将促

成有⽣命的连接的形成，将每个⼈的每次公益⾏为都会作为公益信⽤被积累起来，

并在未来产⽣价值，这样最终激励⼈⼈公益氛围的产⽣。 

坦率⽽⾔，这个⽩⽪书是在很短的时间完成的，既不够深⼊也不够完整。我

们将这个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想法呈现给⼤家，⽬的之⼀是获得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为我们未来形成更完整的想法寻求更多的“砖头”。⽬的之⼆是寻找更多的合作伙

伴，表现这个项⽬的开放性，以共同在这个⽅向上的求索。因是之故，我们将此

⽩⽪书标定为 V0.1，表⽰这个想法虽然⽬前还处于受精卵的状态，但假以时⽇，

就会孕育出⼀个新的⽣命。 

第一章 通证公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1 通证经济及其意义 

“通证”是什么意思？Token的原本的意思是“令牌、信令”，在以太⽹成

为局域⽹的普遍协议之前，IBM 曾经推过⼀个局域⽹协议，叫做 Token Ring 

Network（令牌环⽹）：⽹络中的每⼀个节点轮流传递⼀个令牌，只有拿到令牌的

节点才能通讯。这个令牌就是代表⼀种权利，或者说权益证明。狭义的通证是以

数字形式存在的权益凭证，它代表的是⼀种权利，⼀种固有和内在的价值。本质



上，通证是⼀个信⽤凭证，曾经很多⼈将其理解为代币，是⼀种不完整的误读。

准确⽽⾔，通证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 通证有三个要素，⼀、数字

权益证明，也就是它必须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权益凭证，是⼀种固有和内在的价

值（Intrinsicvalue）。⼆、加密，即它的真实性：防篡改、保护隐私等能⼒。

三、可流通。通证，必须能够在⼀个⽹络中流动，从⽽随时随地可以验证。 

通证经济是指在经济价值体现和⽣态价值转化功能的基础上，利⽤通证进⾏

社群激励和社区治理，赋予各类型的⽤户群体、供应链伙伴、渠道代理等⾓⾊转

换，主动为系统与平台做贡献，共同构建共识、共享、共赢、⾃治的产业⽣态。

通证经济的实质是价值互联⽹，让每个个体、每个组织都能够基于⾃⼰的劳动⼒、

⽣产⼒发⾏通证，形成⾃⾦融范式；⼀个是基于通证的⼤规模群体协作，让每个

创造价值的⾓⾊都能够公平地分享价值，充分调动参与动⼒，形成⾃组织形态。 

通证经济⾄少有以下⼏个关键要素。第⼀，这是⼀个分布式的信⽤和信任体

系，这本⾝是对传统社会的⼀种进步；第⼆，这种分布式又是建⽴在共识基础之

上的，这种共识不仅建⽴在对价值形态的认知上，也建⽴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

第三，作为⼀种价值凭证，它可以满⾜价值实现所必须的⾃由交换；第四，最近

出现的 NFT，突破了传统观念中价值只以⾦钱来标定的窠⾅，某种程度上，也是

对资本主义⾦本位价值观的⼀种更新。 

通证和区块链可以说可以相互联系又可以相互独⽴发展。区块链是通证的最

好平台，⽽通证可以成为区块链中实现经济激励的最主要的⽅式。区块链能够为

通证提供最强的安全保障和信任传播；在区块链的世界⾥，经济价值可以⽤通证

来表达。通证经济其实就是互联⽹的价值升级，让每个个体和每个组织都基于⾃

⼰的劳动⼒和⽣产⼒发⾏通证，形成⾃⾦融范式；基于通证进⾏⼤规模群体协作，



让每个创造价值的⾓⾊都能分享到⼀定的价值。 

通证经济的意义是巨⼤的。⼈类社会的全部⽂明，就是建⽴在权益的证明之

上的。⼀如《⼈类简史》所述，正是这些“虚构出来的事实”才使智⼈脱颖⽽出，

建⽴起⼈类⽂明的核⼼原因。如果把这些权益证明全部数字化、电⼦化，并以密

码学来保护和验证其真实性、完整性、隐私性，那么，对于⼈类⽂明将是⼀个巨

⼤的推动。 

1.2 通证公益及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通证以及正在出现的通证经济，为公益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是

因为借助通证的三个特点，就能进⼀步促进公益的繁荣，使公益真正成为⼀种⽣

活⽅式。通证具有三个特点，分别是证、通、值。所谓证，就是可以成为⼀种证

明，具有真实性；所谓通，就是具有流通性，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流

通性理解为可被认可普遍性的；所谓值，就是具有价值。 

1.2.1 通证公益的初步定义 

基于对公益的理解并出于对未来创新的判断，我们提出通证公益的概念，并

围绕这个概念进⾏创新实践和实验。所谓通证公益，就是：1）基于⼀个⼈或机

构全⽣命周期的公益⾏为的记录（形成⽣命）；2）建⽴在完整记录基础之上的⾏

为价值化和资产化；以及 3）将这些资产通证化，形成⼀种权益。以此，推进全

社会的公益⽣态、公益⽂化的形成，成为新⽂明体系的制度安排。 

在通证公益中，通证的证、通、值三个特点，将促进公益在以下⽅⾯发⽣变

化。第⼀，所有的公益⾏为的记录都是可信的，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像财富⼀样可



积累的；第⼆，这⾥的流通不仅是指某种公益⾏为产⽣的“权益”是可被转让的，

更有意义之处在于在时间序列上的价值是被认可的，即今天的⼀个公益⾏为，可

在未来变成⼀种“权益”；第三，每⼀个公益⾏为都具有价值，这个价值的提供者

当然因此应该获得某种特殊形态的“价值权益”。 所以说，通证将促使进公益⾏

为的激励，并有助于推动每个⼈建⽴长期的公益习惯，将公益溶于⽇常⽣活中，

推动每个⼈利⽤“碎⽚化”的时间来做“点滴公益”，以此积累⼀个⼈的公益信⽤资

产。除掉“社会⼈”和“经济⼈”之外，公益通证让每⼀个⼈同时也可以成为“公益⼈”，

正是因为即便⼀次⼩的公益⾏为都会被作为公益资产积累下来，并在未来产⽣某

种形态的价值。 

通证公益⾄少可以从两⽅⾯理解。第⼀，以通证的原理和机制为基础⽽展开

的公益活动，例如捐赠⼈捐赠⾏为管理、志愿者志愿⾏为管理等，它将提⾼公益

参与⼈的积极性和连接性；第⼆，通过通证⽽形成的可持续的公益⽣态将是⼀个

更⼤的公益溢出价值，它不仅有助于促进当下社会信⽤和信任体系的建⽴，还为

未来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形态提供可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1.2.2 通证公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毫⽆疑问，公益是建⽴在“⼈们对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之上的，这是⼈类

社会⼀种极其珍贵的情感，也是⼈类⽂明的开始之处。到了现代，公益被普遍认

为是“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之后的⼀种补充，因此又被称为“第三部门”。虽然

这种认知有某种偏颇和⽚⾯，但从每个⼈的⾏为和公益组织的规模来看，则又的

确反映了公益在社会⽣活中的次要地位。 

⾸先，对于每⼀位个⼈⽽⾔，慈善和公益⾏为要么被认为是⼀种情感冲动的



偶发事件；要么被认为是“⾏有余⼒，则以慈善”的⼀种⾏为，所以⼀⽅⾯成功⼈

⼠从道德上被普遍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公益⾏为，另⼀⽅⾯成功⼈⼠的慈善⾏为往

往更容易被⼈记住，⽽⼀般民众的碎⽚化的偶发性的公益⾏为则被湮没和忘却。

对于公益组织⽽⾔，由于其和捐赠⼈和志愿者之间很难形成长期、稳定和⾼频的

关系，其本⾝就处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努⼒之中。可以说，公益领域，⽆论是公

益捐赠⼈还是公益组织，都未能形成⼀种具有正反馈的⽣态系统。 

《周易·坤·⽂⾔》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本意其实就是要建⽴

这样⼀种因果关系，但在没有技术⽀撑的年代，这种因果关系只能建⽴在“三尺

之上⾃有神明”的⾃我认定和道德要求。但道德要求的外化和宽化，则不仅不能

形成这种因果关系，反⽽会因为“道德绑架”⽽影响公益⼈们在从事公益活动时的

⾃愿性。公益要成为⼀种⼈们普遍的⽣活⽅式，必须满⾜三个条件：其⼀，每⼀

个⼈的每⼀次公益⾏为都会被得到承认，公益并不只是成功者的⾝份标签；其⼆，

每⼀个⼈的每⼀次公益⾏为都会被记录，并且以⼀种具有公信⼒的⽅式被保存；

其三，每个⼈⼀⽣所从事的所有公益⾏为，都被转化为公益信⽤值，这种信⽤值

是⼀种具有价值的权益。 

时间银⾏便是现代公益尝试的⼀种突破。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开始探索对时

间银⾏的应⽤，区块链在公益上的应⽤找到了更⼴泛同时也是更有价值的应⽤场

景。在传统的公益中，公益捐赠⼈以及志愿者和公益基本处于⼀种若即若离的

“票友”连接，导致这⼀现象发⽣的主要原因是：第⼀，由于存在⼿⼯记账、管

理混乱、缺少监管等原因，传统记录⽅式存在诸多弊端。此外各个公益机构通常

只记录各⾃的数据，没有⼀个统⼀的信息整理部门，想将这些数据整合在⼀起的

可能性较低，公益机构之间存在多个数据孤岛；第⼆，对⾮同质化的价值如何评



估和认定以及如何转化的问题。在如何评估基于时间贡献的公益价值评定⽅⾯，

阿⾥公益也做了⾮常有意义的尝试和努⼒。 

近年来惠泽⼈-博能在志愿服务捐赠（⾮现⾦捐赠）⽅⾯的研究、培训和参

与⾏业标准与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制订（民政部推动”时间银⾏“），并且与互

联⽹公司（阿⾥ 3⼩时公益平台、志愿汇、义⼯时间等）开展服务时间记录与公

益通证等⽅⾯进⾏了尝试，可以发现：基⾦会和互联⽹公益平台对捐赠⼈（有价

物资、⽆价服务）的开发已经开始进⼊新的阶段，特别是其中的⾮现⾦公益捐赠

（如志愿服务、善因购买和消费、义务献⾎⾻髓捐赠等）的兴起，也向包括博能

公益基⾦会在内的公益组织提出了新的诉求：所倡导和推动的 Pro Bono事业，

需要探索新的激励机制。 

从某个⾓度上⽽⾔，区块链公益并不是⼀个颠覆性的概念。这是因为，分布

式、不可篡改只是区块链实现的功能的⼀部分，⽽更⼤的意义却是权益的通证化。

⽬前，公益区块链最主要的⽬的在于解决公益组织以及公益项⽬的信息对称问题，

实际上解决的也是⼀个信任问题。对于⼀个普遍缺乏信任的社会，这⽆疑是公益

的痛点，但最多只解决了这⼀个公益痛点问题，并未提升公益的维度，这就是建

⽴公益和社会之间、现在的公益⾏为和未来的价值权益之间有⽣命的连接。相⽐

之下，通证公益则更加准确。⽆论是公益组织还是捐赠⼈，都可以形成标识⾃⼰

信⽤价值的通证。这个通证不仅可以成为现在的⼀个信⽤凭证，也可以成为未来

的权益凭证。这为未来⾮同质的和多元的价值形态提供了最⼤的可能性，也因此

让每个⼈可以更⾃愿、⾃主地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 

通证公益的意义⾄少体现在以下⽅⾯：第⼀，建⽴⼀个基于信任和信⽤的公

益⽣态；第⼆，建⽴有⽣命的连接。体现在，公益捐赠⼈和公益组织之间的连接，



以及当下的公益⾏为和未来的价值进⾏连接，激励更多的⼈参与公益；第三，探

索⼀种价值形态的多元化，在不同质的价值形态中的权益凭证同样具有流通性。 

通证公益是对传统公益的⼀个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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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证公益的可能性可以从三个⽅⾯来认识。第⼀，从公益领域⾃⼰的认知以

及社会对公益的认知。⽆论是公益领域本⾝，还是社会对公益的期待，都认识到

公益信息的对称是关键需求，⽽实现公益价值的⽣态化（多元的、互相）则是⼀

个更⾼的需要。第⼆，⼀些公益机构以及有社会责任的信息技术公司，都已经开

始探索公益区块链的尝试。第三，时间银⾏的探索和实践，即便还没有成功的基

于区块链的应⽤，也为探索通证公益提供了⼀个借鉴：即通证公益主要不是技术

问题，⽽是场景设定和规则设定问题。 

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在研究时间银⾏的应⽤。在博能基⾦会的协助下，阿⾥

巴巴集团和阿⾥公益基⾦会发布了“公益时评定标准”，公益时是⽤于衡量志愿服

务时长和公益⾏为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为如何形成有价值度量的记录奠定了⼀个

基础。 



1.3 通证公益的原型设想 

 从⽬前可以想象的空间来看，要实现通证公益，必须要有以下⼏个组成/

步骤： 

第⼀，公益⾏为的簿记化。对于任何⼀个组织及个⼈的记录⾏为都要有清晰、

完整并且具有公信⼒的记录，公益⾏为记录相当于⼀笔资产收⼊的簿记； 

第⼆，对公益⾏为的价值化。这是通证公益的核⼼，即如何对⼀个⾮资⾦类

的公益⾏为进⾏社会价值的评估，是⼀个需要社会各⽅共同努⼒的环节。前⽂指

出的阿⾥的实践，是这个⽅向上的有益探索之⼀。 

第三，对过往公益⾏为的资产化。根据每⼀个账户（个⼈和组织）的公益⾏

为社会价值，形成公益信⽤值，这个值成为公益⽣态中（捐赠⼈+基⾦会+互联⽹

平台+社会优待/激励参与单位）⼀种⾝份识别以及信⽤凭证。 

第四，将公益资产的通证化。将资产变成⼀种加密数字权益，在未来某种形

态的价值可以得到实现，包括交易、赠予等。真正实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

古⽼愿望。 

通证公益价值链条中，⾄少需要四个要素：捐赠⼈+基⾦会+互联⽹平台+社

会优待/激励参与机构，这样就形成⼀个公益的⽣态价值链，在这个价值链中的

每⼀⽅都拥有⾃⼰的公益通证。在这个⽣态中，捐赠⼈是基于⼴义定义的，即包

括资源贡献者和时间贡献者。社会优待/激励参与机构通过为捐赠⼈提供⼀定的

“优待”作为激励，也参与到公益中来，⾃⼰也成为通证公益的⼀部分。 

就近期⽽⾔，通过通证公益可以实现以下⽬标：第⼀，对于公益组织⽽⾔，

有助于和捐赠⼈之间形成更有机的连接；第⼆，对于捐赠⼈⽽⾔，可以更全⾯地

知道⾃⼰公益⾏为的历史以及公益项⽬的进展；第三，随着更多优待/激励参与



机构的加⼊，可以逐步实现“公益⼈”的⾓⾊和⾝份识别。 

远期⽽⾔，通证公益的最⼤价值是：第⼀，将⼀个⼈/机构的所有公益⾏为

资产化，可以像市场经济体系之下私⼈财产⼀样被得到保护和尊重；第⼆，将公

益资产通证化，进⼀步增加公益⾏为的激励效果，形成⼀种⾼质量、更⼤范围的

公益⽣态。 

⾼质量是指由于公益⾏为价值评定体系的建⽴，可以使得每⼀个公益⾏为都

更注重价值的产⽣；⾼⼤范围是指，由于激励闭环的建⽴，每个⼈都具有了公益

⾏为的意愿，并且由于公益⾏为记录的存在，可以将碎⽚化的公益⾏为积累成⼀

个⼈的公益信⽤值，公益不再只是成功⼈⼠的⾝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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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共同推进通证公益的倡议 

⽆论是概念还是实践，通证公益都是⼀个新的尝试，我们通过本⽩⽪书呼吁

更多关注公益领域未来发展的、以推动社会创新为⼰任的公益组织、社会企业、

学界、互联⽹技术界以及企业参与共同探索、共同讨论和实践。我们将以开源的



⽅式来进⾏这样⼀个实践，邀请愿意参与这个实践的公益组织、企业和个⼈，成

为推动“通证公益”的合作伙伴。⼤致⽽⾔，合作伙伴将在以下三个⽅⾯形成“⼀

致⾏动”。 

形成共识。共识的深度和⼴度决定了通证公益项⽬的可以⾛多⾼和多远。要

形成的共识⾄少包括以下内容：通证公益概念的定义以及意义的理解；通证公益

项⽬的使命和致⼒于解决的问题；通证公益项⽬开发过程中要遵循的⽂化理念和

开源协议。从技术层⾯上⽽⾔，共识还包括底层数据库的架构和数据模型、开发

过程中的沟通机制等。 

分布实践。在共识的基础上，各伙伴机构根据基本的框架、思路和逻辑进⾏

分布式的实践，可以出现新的分叉，但新的实践的结果应该遵循开源规则进⾏共

享。在有共识的基础上进⾏分布实践，更符合创新的需要，在分布实践基础上进

⾏的知识和经验总结，也因此更具有普遍性和可⽤性。例如，友成将以狭义的捐

赠⼈为实践的⽅向，有的机构可以时间银⾏为实践⽅向。 

共同迭代。在分布实践基础之上的共享，将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作为普

遍的知识和经验加以迭代，可以⼤⼤提⾼整个项⽬的推进效率。 

总之，我们认为：通证公益是提升公益维度⼀个⾮常重要的⽅向，让我们⼀

起努⼒，让公益在普通⼈的⽣活中变成⼀种有意识更持久也更理性的⽣活。 

 



 

图表 3共同推进通证公益 

 

第三章 实践：“友成捐赠人通证”计划 

“友成捐赠⼈通证”是基于通证公益思维的⼀个具体的创新实践。友成之所

以选择捐赠⼈作为通证公益的⼊⼜，基于以下理由：第⼀，对于公益⽣态⽽⾔，

捐赠⼈是最重要参与⽅，是公益资源的源头，以⼀种新的⽅式，加强和捐赠⼈之

间有⽣命的连接是友成⼀直的努⼒；第⼆，相对于时间银⾏中的价值认定，捐赠

⼈的价值认定要相对简单⼀些，更容易实现；第三，友成以推动社会创新为⼰任，

探索建⽴基于信任的新型公益⽣态，探索公益价值闭环的形成，探索⼀种开放的

公益环境是友成念兹在兹的使命。 

友成认为，每⼀个捐赠⾏为都会产⽣两个⽅⾯的价值：第⼀，是捐赠对直接

受益对象的帮助；第⼆，是捐赠⾏为本⾝对整个社会起到的积极影响。友成认为

这些捐赠⾏为不仅应该被记录，⽽且这些被记录的⾏为应该成为每个捐赠⼈得以

积累的公益财富—公益信⽤的凭证，这些信⽤在将来应该以某种价值⽅式呈现并

对社会或个⼈起到更积极的影响。 

友成还认为，公益最终的⽬的是推动建⽴⼀个和谐和善的社会，因此，公益

必须具有平衡和⽣态的思维。这种平衡和⽣态思维表现在两个⽅⾯：第⼀，是当



下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之间信任关系的建⽴，所以，我们既要帮助那些受助者提

升⽣命和⽣活的状态，也要帮助施助者记录和管理好他们的公益信⽤资产；第⼆，

我们不仅要关注今天每⼀次公益⾏为产⽣的影响，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为在未

来的价值呈现和价值实现。 

3.1 计划的使命和⽬标 

“友成捐赠⼈通证”的使命：⽤创新的⽅式探索建⽴平台和桥梁，以连接：

1）公益组织和公益捐赠⼈之间有⽣命的连接；2）为现在的公益⾏为和未来的价

值权益之间的连接提供可能性。 

“友成捐赠⼈通证”的⽬标：第⼀，实现友成和所有捐赠⼈之间的有机的和

持久的连接，为捐赠⼈提供更透明更对称的主动的信息披露，为捐赠⼈更好地参

与公益项⽬提供服务；第⼆，建⽴⼀个可持续的社会公益⽣态机制，让更多的⼈

都参与到公益中来，让更多的普通⼈除掉“社会⼈”和“经济⼈”之外，也具有“公益

⼈”的⾝份；第三，如同利⽤潮汐发电⼀样，每⼀⽚浪花的每⼀次运动的能量都

能被转化。每⼀个普通⼈的每⼀次公益⾏为都能产⽣被认定的价值。 

3.2 计划的⽅式和途径 

⾸先，从每⼀个公益⾏为的内容来分，⼤致可以分为“资源贡献”和“时间贡

献”。所谓“资源贡献”则主要以资⾦捐赠为主，“时间贡献”则包括和时间相关联的

知识、智慧。我们认为，⼴义的公益捐赠⼈包括这两种⽅式。但从“最⼩可⾏性

产品”的⾓度来思考，我们将把开始的焦点聚焦在资⾦捐赠⼈，在此基础之上，

再进⾏⼴义的“公益捐赠⼈通整体系”开发。 



此外。虽然互联⽹以及区块链技术将最终成为技术⼿段，但这个项⽬开始的

关键依旧在于应⽤场景的设计，所以整个计划⼤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

“模拟阶段”和“数字阶段”。所谓“模拟阶段”，就是在⾮区块链的条件下，

采⽤传统的⽅式，先建⽴⼀个局部中⼼的应⽤场景，并不断叠加对捐款⼈的服务

和连接，以实现具有部分“通证”特点的捐赠⼈管理功能。⽽“数字信号”阶段，

就是将已经成熟的“模拟信号”实验，迁移到真正的区块链环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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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模拟阶段” 

捐赠⼈信息管理 

⾸先建⽴捐赠⼈账户和唯⼀标识，并整理个⼈捐赠记录以及和公益相关的⾏

为记录；对于定向捐赠，将相关公益项⽬和捐赠⼈的捐赠记录做关联。标识是公

益机构和捐赠⼈之间联系的纽带，通过标识，公益机构可以主动地为捐赠⼈推送

符合捐赠⼈需要的项⽬信息、受助对象变化以及更⼴泛的公益领域信息；标识也

是捐赠⼈通过公益组织进⼊社会领域的钥匙，是通过公益的视⾓来了解社会和融

⼊社会的桥梁。标识也是未来各种可能的权益的凭证。 

 

捐赠⼈信息服务 

在建⽴了捐赠⼈数据库、项⽬数据库的基础之上，可以通过 Pull-Push两种



⽅式为捐赠⼈提供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内容包括：捐赠⼈定向捐赠项⽬的进展、

项⽬评估结果、项⽬受益⼈反馈；捐赠⼈感兴趣的项⽬进展、项⽬受益⼈反馈；

新项⽬信息介绍；为捐赠⼈和受益⼈建⽴连接，在征得双⽅同意的前提下，为双

⽅建⽴连接；组织捐赠⼈前往项⽬地体验和考察。 

 

捐赠⼈权益管理 

捐赠⼈权益可以是个动态和不断丰富的概念。狭义的捐赠⼈权益包括取得捐

赠票据、要求签订书⾯协议、约定捐赠财产的⽤途和受益⼈范围、知情权、监督

权等。⼴义的权益既包括当下的，也包括未来的可能性。未来权益的可能性，意

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发展，会出现各种形态的多元价值，权

益就是对这些价值的⼀种主张权利。（虽然从本质上⽽⾔，每⼀个个⼈的公益捐

赠是⼀种⾮回报性的⾏为，但就群体和⽣态⽽⾔，社会也必须给予这些捐赠者某

种荣誉或信⽤值，这些荣誉或信⽤值就是⼀种价值）。按照类型⾄少可以分为： 

信息权益：对公益项⽬具有完全的信息索取权，对于特定捐赠项⽬，具有建

议权；对于项⽬实施结果，具有评估权。 

积分权益：根据捐赠⾏为，每⼀个通证都会形成公益捐赠积分。这个积分可

⽤于在公益场景下以及所有认同“捐赠⼈通证”的商业公司消费场景下的⼀种

特殊⾝份标识，并获得相应的荣誉性和⾝份性回馈。 

未来权益：每⼀个通证都会形成⼀个信⽤值。通证是信⽤的载体，我们可以

想象，在未来这个信⽤值具有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它最终具有⼀定的流通性。

未来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同质价值的实现。 



3.2.2“数字阶段” 

将在“模拟阶段”的成熟场景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最终发展成为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通证公益的的 S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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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计划和⾏动 

从项⽬启动到最终运⾏将经历三个阶段。第⼀阶段，数据梳理和需求调查。

在这个阶段，将捐赠的历史数据进⾏梳理，并对捐赠⼈的需求进⾏⼴泛和细致的

调查；第⼆阶段，数据建模和原型开发。根据现实场景建⽴数据模型，并根据捐

赠者需求建⽴原型；第三阶段，系统试运⾏，建⽴捐赠⼈和公益机构之间有⽣命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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