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巴巴公益 恩派公益

“人人 3 小时”公益平台

使用手册

人人3小时，公益亿起来



机构注册流程



注册流程 说明

02. 填写机构材料

 公益机构账号注册成功后，点击【登录账号，申请入驻】

 填写机构材料

 下载钉钉客户端

平台激励、政策等沟通均通过钉钉群，请机构联系人下载钉钉APP

 加入“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

主要钉钉群有：咨询交流-已邀请-已入驻，另有主题活动群若干

PC端（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访问“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后台

https://3hours.taobao.com/org/login。点击【机构入驻】，按要求

进行操作。

01. 注册公益机构账号

* 机构邮箱号请确保正确，且为机构长期使用邮箱号。

https://3hours.taobao.com/org/login


入驻平台资料 - 机构入驻资质

以下四类组织可以申请入驻“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

• 已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注册需上传民政部门出具的法人登记证书

• 学校类志愿组织
注册需上传所在学校校团委的背书证明

• 社区（村）类志愿组织
注册需提交其所在地社区（村）党委或居委会（村委

会）的背书证明
• 公共服务单位（医院、博物馆、敬老院等）类社会组

织
注册需提交其所在单位团委（如有）的背书证明

*注：上述后三类机构的背书模板需在填写机构材料的过
程中，点击【资质文件】右侧的【文件下载】，按要求填
写表单、盖章并进行上传。

公益机构/组织填写入驻平台资料，【机构资

质文件】部分请参照左方内容，上传对应的

资质证明。

• 资质文件为拍摄或扫描的彩色图片

• 图片可以上传多张

• 审核前可以增加或删除文件

• 审核提交后不能修改

机构资质文件



入驻平台资料 - 机构入驻资质

1、组织与主管单位请填写全称；
2、已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无需填写本表，请直接上传民政部门出具的法人登记证书。
3、非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其他组织，按下列要求填写本表：
（1）学校类志愿组织，主管单位为所在学校校团委，由其加盖校团委章；
（2）社区（村）类志愿组织，主管单位为所在地社区（村）党委或居委会（村委会），由其加
盖党委章或公章；
（3）公共服务单位（医院、博物馆、敬老院等）类志愿组织，有团委部门的，加盖所在单位团
委章，无团委的，须加盖该公共服务单位公章。
4、除上述组织外，其他组织本平台暂不开放入驻。



机构登录

“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机构后台登录入
口，可用于发布管理活动及招募志愿者。

登陆链接: 

https://3hours.taobao.com/org/login

推荐浏览器：谷歌浏览器

操作环境：电脑端

https://3hours.taobao.com/org/login


机构操作:活动创建与管理



创建活动

进入创建活动页，填
写活动详情

活动&签到地点：

请选择准确的活动地址，签到半径建议勾选3000m。
线下活动系统将自动勾选“设置定点签到”。
*注：
• 签到地点设置请在【详细地址选择】一栏逐字

输入活动地址，根据活动实际地址需从下拉菜
单内进行选取。

• 选择此项是参与者进行“刷脸签到”的必要前

提。
• 互联网志愿服务无需勾选定点签到。
• 平台当前仅支持签到&签退地相同的活动。

阿里员工志愿者招募

发布活动名称添加【益起来】标签，机构活动还
将会被系统自动推荐到阿里员工志愿活动库哦~ 



创建活动

报名结束日期：

活动发布后至报名结束日期，志愿者均可报名。
活动开展期间如果志愿者未招满，且未过报名结
束时间，志愿者可继续报名。
*建议活动报名结束日期设置为活动执行当天。

活动日期：

活动日期建议设置为1天，最长规定不得超过7

天。

签到签退时间：

签到签退时间为单天志愿者打卡时间段，根据签到签退时间设置，系
统将自动生成每日活动最多公益时。

线上公益活动即互联网公益，系统自动设置为0.1个公益时。
活动当天24时内，活动结束前志愿者均可进行签到，活动开始后志愿
者均可签退，志愿者签到签退均需要在签到范围内进行。
* 特别建议志愿服务组织统一组织志愿者在活动开始时签到，活动结束
时签退。



创建活动

活动描述：

活动描述可图文并茂，清晰描
述活动内容，尽可能将活动精
彩点进行展示，并将志愿者的
工作内容及职责进行描述。

活动人数：

请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一般情况下单次活动活动人数不能超过
100人。

活动费用：

收费的项目，需在详情中说明缴费方法。
活动费用应当为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等
成本支出，不以营利为目的。活动费用收
取由公益机构负责，在活动执行过程中收
取。

*不支持平台直接放置收款二维码

公益类型：

公益类型中除“互联网公益”外系统均
将自动勾选“设置定点签到”。
选择“互联网公益”则系统将自动设置
“每日活动最多公益时”为0.1。



创建活动 更新

收集志愿者信息：

点击【设置问题】，可添加“所属城市”、“微信号”等志愿者问题内容设置，
提升志愿者招募对口性，并方便机构与志愿者取得联系与管理。

活动属性：

点击 + ，选择添加活动属性。

• 【公益活动类型】、【公益活动形式】、【公益
领域】为必选项。

（小宝公益账号使用，请参见下文）

• 点击【选择更多公益属性】，还可对应增加【受
益地区】、【受益对象】、【志愿者技能】、
【公益活动激励】等公益属性选择。（可选项）

• *公益活动类型选择【亲子公益】，可以招募小朋
友报名参与活动，记录积累小宝公益时。

• 【公益领域】 ——* “互联网公益”发布一个活动，
志愿者参与统一获取 0.1个公益时，* “自然教育” ，
志愿者公益时为0。



/01 /02 /03

管理活动 简介

管理活动页面：可查看活动志愿者报名状态，实现活动成员管理，修改活动内容，并可一键“复制”

创建新活动。

删除/修改活动 一键复制

• 活动开始前，且无志愿者报名活

动，机构工作人员可修改活动信

息；志愿者报名后则不能够修改

活动信息。

• 活动修改在【创建活动】原界面

进行，重新上传、输入即可，点

击“发布活动”，即修改成功。

• 点击【复制】即可进入创建活

动界面，创建相同活动。

• 新活动报名截止时间、活动时

间需要重新填写，并强制要求

标题与之前的活动有差异。

• 发布活动请注意图文规范。

• 创建活动后，机构【管理活动】板块

中若没有出现该项活动信息，说明活

动中出现了违禁词或者违禁图片。此

时请联系工作人员核实情况。

违禁情况



/01 /02 /03

管理活动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沟通与筛选工作 活动时间及注意事项提示

• 活动前请机构工作人员及时与

志愿者进行联系，根据活动具体情

况及需求对志愿者进行筛选，以提

升活动执行效果。

• 活动前请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平台

后台志愿者信息，及时与志愿者

进行联系。

• 建议活动前一天提醒志愿者活动

参与时间&地点。

• 提示并引导志愿者提前熟悉“人

人3小时”公益平台使用。

活动成员管理

• 机构能在后台活动管理页面查看

已报名志愿者的旺旺账号和手机号

码，由此联系志愿者。



管理活动 活动二维码-及签到签退二维码/验证码

后台端分享：淘口令

查看&分享活动二维码

【活动详情】码，可作为机构活动 入

口。 志愿者手机支付宝扫码即可进行

活动报名。

查看活动【签到/签退二维码&验证码】

活动当天签到/签退，机构管理者在活动地点出示签

到二维码，由志愿者通过手机支付宝扫描签到码。

* 验证码签到/签退：志愿者支付宝刷脸签到/签退失

败两次，进入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可出示签到验证

码，引导志愿者进行再次验证。



个人志愿者操作



个人志愿者操作 访问路径



使用手机支付宝扫描签到二

维码（支付宝人脸验证签到

功能操作见下页）。

/01

志愿者需提前报名参加活

动，未报名者无法进行签

到操作。

/02

签到失败，请根据提示，

重新回到首页登录。

/03

使用手机支付宝访问“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

个人志愿者操作



支付宝授权“人人3小时”公

益平台

/01

人脸识别功能开启

/02

支付宝定位功能开启

/03

机构工作人员请注意指导志愿者开启个人支付宝

下列 3 项功能。

*具体操作见下图

个人志愿者操-支付宝功能确保开启



志愿者平台使用 – 01.支付宝授权“人人3小时”公
益平台

/01 /02 /03 /04 /05

>>> 请点【隐私】按钮 >>>请点击【授权管理】

按钮

>>> 点击授权【3小时】

个人志愿者操作



志愿者平台使用 – 02.人脸识别功能开启

/01 /02 /03 /04 /05

个人志愿者操作



志愿者平台使用 – 03.支付宝定位功能开启

/01 /02 /03 /04 /05

个人志愿者操作



个人志愿者操作

/01 /04/03/02

打开 APP，扫描工作
人员出示的签到二维码 选择并进行“支付宝刷脸验证”

刷脸签到成功
*人脸识别签到/签退失败两次
后，进入绿色通道（见下图
操作）

志愿者刷脸验证签到



活动签到/签退二维码（新功能）

志愿者人脸识别签到/签退失
败两次后，支付宝进入绿色
通道，请点击【验证码签到】01. 02.

志愿者向工作人员获取并
输入【签到/签退验证码】

个人志愿者操作

03.
验证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验证码正确，签到成功04.

签到 /签退【绿色通道】 *活动结束后请按照上图相同操作，进入手机支付宝进行活动签退，活动签退
成功后才能获取公益时。 * 签到签退二维码一致；签到签退验证码一致。



志愿者反馈

*志愿者评价：机构工作人员请注意提醒并引导志愿者进行活动参与反馈，
能够更好地起到项目传播效果哦~

个人志愿者操作



小宝账号



使用手机支付宝搜索“小宝”，访问小宝账户

小宝公益账号介绍

小宝是什么？

小宝是支付宝推出的亲子服务，通过本服务，可以方便家长与孩子之间
的零花钱管理并帮助孩子完成线下的无现金支付。“人人3小时”公益
平台结合“小宝账号”，家长给孩子开通小宝账户，可以带着孩子一起
参与亲子公益志愿服务，为孩子记录志愿服务公益时，积累家庭公益爱
心账户。

/01

开通小宝的年龄？

家长要求年龄大于22岁，小孩子年龄小于18岁。
和孩子开通小宝，需要孩子在18岁以下，如果孩子已经成年，可独自
使用支付宝啦~

/02



活动报名

进入活动详情页面，点
击【和孩子一起报名】

点击【去报名】
*第一次参加亲子活动，请
参照下一页详情操作指引。

*勾选报名小宝，并勾选报名
承诺，给小宝活动报名

*点击添加报名人，添加多个
小宝报名参与活动。

完成上述操作
报名成功

/01 /04/03/02



活动报名

小宝第一次参加亲子活动，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进入活动详情页面，点击【和孩子一起报名】

01 【点击授权】，授权获取小宝账号
02 点击【去开通】，添加孩子基本信息
03 点击【去报名】，给您和小宝报名参与活动



活动签到

（一）进入签到页，家长活动签到

方式1：手机支付宝进入3小时公益首页或
活动详情页，点击【去签到】，在【家长
扫脸签到】模块点击【去签到】，进行家
长扫脸签到；

方式2：手机支付宝扫描现场工作人员出示
的签到二维码即可直接进行家长签到；

（二）小宝签到

01 家长签到成功后，点击【继续签到】；

02 在【为孩子签到】模块点击【去拍照】，
提交孩子在活动现场的照片；

03 提交照片后，使用签到/签退数字验证码
进行签到。

/01 /02 /03



活动签退

（一）支付宝进入签退页，家长签退

方式1：手机支付宝进入3小时公益首页或活
动详情页，点击【去签退】，在【家长扫脸签
退】模块点击【去签退】，进行家长扫脸签退；

方式2：手机支付宝扫描现场工作人员出示的
签到/签退二维码即可直接进行家长签退；

（二）小宝签退

01 家长签退成功后，点击【继续签退】；

02 在【为孩子签退】模块点击【去签退】，
使用签到/签退数字验证码进行签退。

/01 /02 /03



权益中心 个人志愿者权益

公益行为已作为芝麻信用分的评估维度之一01.

公益时可兑换志愿者人身意外保险02.

公益时可兑换机场贵宾通道03.

公益时可兑换淘票票观影优惠04.

公益时可兑换优酷会员05.

公益时可兑换虾米音乐会员06.

07.

08.

公益时可兑换免费爱心体检

公益证书可下载打印（可用于求职就业、出国留学等）

针对不同公益时对公益行为进行激励回馈。

让您的公益行为可记录、可分享、可激励，公益有福报！



活动发布任务 完成平台注册

发布1个活动

成为个人志愿者参加活动并完成签到签退评价



常见问题

活动报名失败：
1、问题显示-报名失败，未绑定手机号
解决路径：
进入【“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点击【我的】进入到我的页面-->点击【个人头像】进入
个人中心 ---> 点击【手机号】进行绑定

2、问题显示-活动正在进行中志愿者无法报名活动：
问题原因：活动设置-报名截止日期已过。
*请注意下次活动设置时，【活动截止日期】设置为【活动执行日期最后一天】，保障活动执行当天志愿者也
可以通过后台报名参与活动



常见问题

一、活动签到签退失败 –问题显示：扫脸失败 or 不在签到范围

1、绿色通道（验证码）签到签退

机构工作人员活动发布时，请注意正确记录活动【签到签退二维码】&【签到签退验证码】。志
愿者扫脸签到签退失败两次进入绿色通道，进行【签到签退验证码】验证。工作人员注意核对
验证码正确。
*详细操作请查看本PDF签到签退内容

2、机构工作人员请按照请注意指导志愿者开启个人支付宝下列 3 项功能。

1）支付宝授权“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
2）支付人脸识别功能开启
3）支付人定位功能开启
*详细操作请查看本PDF签到签退内容

二、机构证件更新

为保障平台使用的规范性以及机构的正常使用，请机构注意检查机构证书有效性，证书过期请
及时联系平台工作人员，更新机构法人证书。



阿里巴巴公益 恩派公益

人人3小时，公益亿起来

Thanks
“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 期待你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