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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众筹，透支慈善爱心谁之过？
文/新华社记者 刘 娟 杰文津 罗争光 舒 静 胡林果

近年来，在以水滴筹、
轻松筹为代表的一批网络
众筹平台上，求助人相关
信息屡被质疑。谁该为信
息的真实性负责？记者就
社会关注的三大焦点问题
进行了调查。

平台是慈善组织吗？

———并非慈善法中所
规定的慈善组织，是商业
属性的互联网平台。

随着以水滴筹、轻松
筹为代表的一批网络众筹
平台越来越多进入公众视
野，面对需要救助的家庭，
很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水滴筹在回应中称，水滴
成立的初衷是希望帮助陷
入困境的大病家庭渡过难
关，发挥辅助的“救急难”
作用。那么，这一类平台属
于慈善平台吗？

慈善法第八条规定，
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
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
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
非营利性组织。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
究院院长王振耀等专家认
为，从法律性质上说，网络
众筹平台是普通商业属性
的互联网平台。

以水滴筹为例，记者
通过“天眼查”查询发现，
水滴筹为北京纵情向前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主要产
品之一，该公司其他两项
主要产品为水滴互助与水
滴保。公司自述称，水滴筹
是由水滴互助推出的众筹
平台。公开信息显示，该公
司在2019年三月底刚完成
B轮融资近5亿元人民币，
自2016年迄今共融资近8
亿元人民币。

发布信息如何审核？

———记者调查发现，
至少有四个环节可能存在
漏洞，导致信息不全真实。

一些众筹事件中出现
信息不真实的情况，网友
质疑焦点之一是平台是否
存在审核漏洞。

对此，水滴筹相关负
责人表示，平台会在筹款
发起、传播、提现等整个过
程中，借助社交网络传播
验证、第三方数据验证、大
数据、舆情监控等进行全
流程动态监控。平台会要
求患者提交身份证明、病
情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进行审核并向所有赠予人
进行公示。平台还会要求
求助人公示家庭经济情
况、医疗保险情况、商业保
险情况等尽可能全面的信
息。他也坦承，当前车产、
房产、存款等家庭经济情
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核

实途径。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

些平台发布信息至少有四
个环节可能存在漏洞。

漏洞一：救助金额和目
标筹款金额可随意填写。记
者在水滴筹申请筹款发现，

“想要筹多少钱”的金额上
限已经限定为50万元，50万
元以下可以任意填，平台并
没有要求出具医院或专家
的相关证明。

漏洞二：医院证明等
核心资料可造假。记者在
QQ搜索医院证明、病历等
关键词找到不少卖家，最
低只要50元，2小时就能开
好一份三甲医院的诊断
书，病名和医院可以任选。
记者询问有没有能通过众
筹平台审核的证明材料，
卖家马上发来680元套餐
介绍，其中包含B超、血清
癌胚抗原检查、病理报告
等证明，姓名、就诊时间等
都可以定制。“很多人都来
我这里开过发众筹的材
料。”这名卖家说。

漏洞三：相关资料由个
人填写，并不要求公示相关
证明。福建一位曾发起水滴
筹的患者说，住院时曾有平
台志愿者主动来问是否需
要众筹，只要了病历材料和
身份证，5分钟内就在平台
发起了筹款。在填报材料
时，该志愿者强调“填苦一

点”。这名患者在填报房产
信息时就少报了房产金额，
10天后提现成功，整个过程
中平台没有让其出示不动
产证明。

漏洞四：验证环节可
造假。水滴筹技术人员告
诉记者，水滴筹的审核包
括两个阶段，平台完成材
料审核后进入社会验证阶
段，需要有发起人的熟人
对筹款进行验证方可提
现。记者调查发现，现在有
很多众筹转发代刷群，只
要花不多的钱就能让陌生
人冒充亲友转发，帮助通
过社会验证。记者加入一
个众筹代刷群，常有类似
的“订单”出现：“筹款链接
发到朋友圈，一次1元。量
大，有需要做兼职的可以
拉你们亲戚朋友进来找我
领红包。”

应该如何加强规范？

———个人求助应保证
真实善意，平台应加强审
核。

民政部等四部委联合
印发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
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
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
家庭的困难，通过广播、电
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
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
息时，广播、电视、报刊以及

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
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
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
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
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
人负责。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
所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法
律顾问张凌霄认为，个人求
助目前仍未纳入慈善法律
体系监管，但属于民法总
则、合同法、刑法等法律的
监管范围，应当符合公序良
俗，保证真实善意。发起人
如存在恶意筹款等行为，应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
治研究院研究员熊丙万认
为，如果求助人募款金额
过大、信息不够翔实，其行
为涉及“过度索助”或“索
助过当”。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
会秘书长姚遥等业内人士
认为，平台不能仅仅简单提
示风险，应尽可能封堵审核
漏洞，承担起审核责任。

此前，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曾约谈轻松筹，就其
存在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
关不严、对信息真实客观和
完整性甄别不够等问题要
求其立即整改，做好信息审
核和风险防范工作。

水滴筹总经理徐憾憾
表示，去年以来，水滴筹已
对恶意发起筹款的行为人

建立了黑名单，且行业内
已实现黑名单共享，失信
人将不能在任何平台发起
筹款，且会面临法律追责。
平台将进一步优化风控流
程与标准，积极与相关机
构、部门沟通，探索对求助
人信息特别是家庭经济情
况更有效的验证措施。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帮助个人大病求
助平台健康发展，民政部
积极引导有关平台联合开
展自律。将在已有的相关
规定基础上，针对群众关
切持续完善行业监管，引
导相关平台进一步修订自
律公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阚珂
表示，不应让网络个人求
助平台游离于法治规范之
外，应通过平台自律、行业
组织管理、法律法规等不
同层次的约束力来确立和
完善平台应当承担的责
任。他认为，此类平台的信
息发布应当逐步纳入慈善
行为范围，由慈善法进行
调整。此外，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引导慈善组织专门从
事大病救助活动，更大范
围满足社会需求。阚珂还
呼吁，虽然网络求助是一
种个人权利，但求助人应
当诚信求助，捐助人则应
当理智行善。

用2000部手机排成几
面“手机墙”，每部手机同
时操作自动下载App、“刷”
高注册量后骗取客户推广
费……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公
安局海淀分局获悉，按照公
安部“净网2019”专项行动
部署，北京警方在广东警方
的配合下打掉一个利用计
算机软件控制大量手机虚
拟下载安装App产品骗取
推广费的犯罪团伙，App刷
量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近百部手机组成手机墙

近年来，App刷量、电
商刷单、公号刷阅读量等
互联网产业“毒瘤”屡遭曝
光。业内人士指出，盲目信
奉“流量为王”的背景下，

数据流量造假破坏了诚
信、公平等基本的市场原
则，侵害消费者权益，给行
业长远发展“埋雷”。

去年7月，海淀警方接
到一网络公司报案称，与
某推广公司签署推广协议
并交纳推广费用后，该网
络公司开发的App产品下
载安装量与实际使用情况
存在巨大差距，只有下载
安装量却没有实际使用
量，怀疑推广公司存在诈
骗行为。

经海淀警方专案组侦
查发现，该推广公司接到项
目后找了一些渠道推广商，
而这些推广商再找到一些
小公司，通过虚构该公司
App产品的下载安装量达
到诈骗推广费用的目的。在
掌握相关证据后，警方分赴

汕头、广州和深圳对多家涉
案公司开展调查。

抓捕行动中，警方在
汕头一家涉案公司内控制
了6名嫌疑人，并发现多个
装满手机的“手机墙”，每
个“手机墙”由近百部正在
运行的手机组成。办案民
警介绍，每部手机都在通
过自动程序重复着从手机
App市场点击、下载并安装
运行软件的动作。在这些
手机不断点击下载的程序
中，报案公司开发的App产
品也在其中。

App“刷量”简单粗暴

记者注意到,相比“电
商刷单”“刷浏览量”等数
据造假行为，App“刷量”
更加“简单粗暴”。

在2018年海淀警方破
获的相似案件中，一家名
为“重庆左岸科技公司”的
企业就购置万部手机，设
置“手机墙”刷出手机App
下载注册的虚拟数据，骗
取推广费用。根据北京法
院审判信息网日前公布的
一份刑事裁定书，这家公
司用“手机墙”在短短4个
月时间“刷单”骗走1200余
万元。

为何App“刷量”成了
行业顽疾？一位互联网从
业者透露，由于当前App在
推广方面的竞争非常激
烈。“正常渠道获取新注册
用户的成本在每个４元左
右，但推广费中很高比例
会被无良推广商‘薅羊毛’
骗走。以游戏为例，虚假数
据量表现在注册人数和下

载量大幅提高，但付费率
完全没有提升。”

流量造假现象亟待严惩

受访者认为，原本App
下载量依靠的是自然搜
索、付费广告、内置推荐等
路径，推广效果与其触达
率“同步”，但刷出来的下
载量直接绕过“新用户”环
节，留下的数据没有意义，
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的同
时影响整个市场信用。互
联网评论员丁道师认为，
消费者也是App“刷量”的
直接受害者，通过刷量形
成了巨大的下载量后排名
靠前，但是消费者下载后
发现并不好用，一般就会
果断删除，浪费了消费者
的时间和流量。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介
绍，流量造假可以被纳入
多个法律调整的范畴，这
种现象亟待严惩。例如反
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
进行了规制。涉及消费者
自由选择权、知情权，还可
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而针对推广委托方与
被委托方因此发生纠纷，
也适用合同法对受损者进
行保护。

受访者还指出，需要
加快法治和信用环境建
设。如果完善法治环境，使
得职业“刷客”和刷单、刷
量行为的违法、失信成本
显著提高，那么企业自然
关注的是如何做好产品，
而不是不计手段、成本地
制造虚假流量。

4个月骗走1200余万，流量造假乱象何时休？
文/新华社记者 鲁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