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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沪宁杭沪宁杭

近来，随着众筹模式出现，大
病众筹也在网络社交平台出现。

患者不幸罹患重病，可通过
众筹平台获得社会爱心捐款。但
是，这种新型公益模式因为平台的
审核能力不足、资金监管不严等问
题，导致筹款平台上，有人夸大病
情募捐，有人在病情尚未确诊就筹
款，甚至有骗子涉嫌窃取病人资
料欺骗爱心人士捐款等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多数众筹公
司表示，甄别筹款者真实性确实
困难，如要堵住漏洞，尚需多方监
管部门共同努力。

一癌症患者筹款
被质疑

10 月 26 日晚，微博网友“一
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爆料，有人涉
嫌利用“轻松筹”平台诈捐。

该网友贴出截图显示，求助
者称其母亲患乳腺癌，“左右胸均
为恶性肿瘤”，刚在苏州市立医院做
完手术，已花光全部积蓄，接下来还
需要进一步化疗，“主治大夫说每个
月用药基本都在五六万以上”。

截图中，求助者设定了筹款
目标金额为 30 万，已获得 577 次
支持，筹到善款将近两万元。

同时公开的，还有一名疑似
苏州市立医院医生的私信内容
称，其在医院系统中查到，该患者
目前总费用 1.7 万元左右，自费
仅 6300 元左右。患者的主治医
生从没说过今后每月要花五六
万，她这种病直到治愈，预计自费
仅需 3 万余元。而且，该患者仅
有左侧胸部罹患乳腺癌，右侧胸
部肿块为良性的。

针对上述爆料，记者联系到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办公室一杜
姓工作人员，她提供的一份情况
说明显示，上述患者因左侧乳腺
癌 入 院 治 疗 ，住 院 总 费 用 为
17349.96 元，医保报销后自行承
担部分为 6383.07 元。而后续治
疗因使用药物的区别，每次化疗
约花费五千至 1 万元不等，一次
化疗约为 3 周，其中医保可报销
30%-40%，因此求助者称每个
月要花五六万并不属实。

发起筹款平台审
核程序简单

上述爆料引起众多网友热议，
大多数网友表示善心被利用，并质
疑“轻松筹”平台审核存在漏洞。

记者了解到，轻松筹是近年
来涌现的诸多众筹平台之一，其
特色业务是大病救助。患者在进
行医治时，如果经济紧张，可通过
轻松筹平台分享病情，获得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捐助。

在该平台发起筹款，患者本人
或其直系亲属上传身份证明和病
情诊断等材料，创建个人求助项
目，然后就能分享到微信、微博等
社交平台上，发动亲朋好友筹款。

轻松筹上所有项目，仅要求
上传身份信息材料和病情诊断等
材料，即可发起筹款。

当前，国内“大病众筹平台”
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有“轻松
筹”、“腾讯WE公益”、“我筹吧”、

“病友帮”等。
记者体验后发现，多数众筹

平台的求助项目，发起人可自行
设定筹款金额。

上述微博爆料的疑似“诈捐”
事件中，医生称，筹款发起人并没
有如实表述病情和所需款项。

10 月 27 日，记者联系筹款
发起人时女士。其解释，自己是
患者的女儿，刚大学毕业，母亲治
病的事情她最初并没有参与，发
起筹款时没有和医生直接沟通
过，对病情了解不够清楚，最初的
筹款目标金额是按最坏的情况大
致估算的。但在拿到病理结果知
道确切花费后，她已第一时间将
筹款金额修改为5万元。

时女士说，自己原本并不知
道微博上的爆料，也并不是因为
被曝光才修改金额的。由于自己
没有核实清楚给医院带来的麻
烦，她表示歉意，并承诺之后会在
轻松筹页面上解释清楚。

记者找到原筹款页面，发现
筹款目标金额已改为 5 万元，病
情描述中也去掉了上述被质疑的
内容。轻松筹公司也表示，时女
士的确在是微博“曝光”前就修改

了筹款金额。

大 病 众 筹 现“诈
捐”案例

对于上述事件，尿毒症患者常
姗（化名）对记者表示：“我反感的
是，有人把病说得太严重，误导不懂
的人捐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没
有得到救助。”

常姗时常浏览尿毒症贴吧中的
帖子，经常看到病友通过众筹平台
募捐。常姗自己学医出身，又同患
此症。她发现募捐帖中的病情描述
时常有夸大成分，与此同时，治疗费
用也被夸大。

此外，有人透露，一些大病众筹
平台还存在病情尚未确诊就筹款的
情况。

学医的刘毅（化名）曾关注一名
地中海贫血患者的筹款项目。为了
解更多信息，他加入了捐款微信群
中。他很快发现，该募捐者提供的
医院诊断证明和化验单显示并没有
确诊此病，而只是建议做进一步检
查。为此，他和另一名从事医护工
作的群友发出质疑，结果被筹款人
指责为冷血，说不捐款就不要乱说
话，随即他被踢出微信群。

刘毅告诉记者，对于困难患者，
大家献爱心是应该的，但最起码应
该保证病患真实可靠。

据“轻松筹”工作人员透露，今
年 3 月，一名叫“大爱无疆”的用户
在“轻松筹”发起个人求助项目，为
21 岁的黑龙江男子白宇筹款，称白
宇身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积蓄
耗尽，恳请大家施予援手。

然而，在项目结束后的提款环
节，“轻松筹”公司发现异常。绑定
的银行卡不属于白宇本人，卡主姓
氏也和白宇不同，且并未提供直系
亲属关系证明。

“大爱无疆”的电话也始终打不
通，“轻松筹”只好找当地志愿者去
医院核实，发现确有白宇这名患者，
但白宇及其家人对此求助项目毫不
知情。很明显，有人盗取白宇的个
人信息进行诈捐。

白宇家人随后报警，但因为金
额太低且没有诈骗成功，此案最终
不了了之。

平台审核困难在
于病情判断

对于网友的质疑，“轻松筹”副
总裁于亮说，平台对每个项目都有
审核。除了个人身份信息和病情信
息审核外，轻松筹也设定了一定的
取款门槛。即用户可以筹款，但在
动用资金前，必须通过审核并解决
完所有争议。

于亮说，前不久微博爆料的苏
州癌症患者的项目，并没有通过审
核。但对于为何没有通过审核，患者
就可以发起筹款，于亮解释：“这是为
方便那些急需资金的用户，以及一些
资料准备周期比较长的用户。”

记者梳理十余家国内大病众筹
平台发现，各平台的审核机制也并
不相同。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懿介绍，“腾讯 WE 公益”平台筹
款目标在 5 万元以上的项目，系统
会自动给推荐挂靠一家公募机构，
善款直接进入公募机构账户，接受
公募机构的监督和监管。

公募机构在监督善款执行时，程
序较为繁琐，整个流程耗时较长。孙
懿坦言，在监管和效率的平衡间，眼
下还较难找到一个两全之道。

而以轻松筹为代表的一些平
台，发起项目则相对简单。没有第
三方机构的介入，审核工作全靠平
台自身的团队。

于亮承认，病情审核是轻松筹
最棘手的部分。但更为困难的是专
业的病情判断。很难判断求助者是
否虚构或夸大了病情。遇到用户举
报，他们会联络医院进行核实。国
内医疗系统没有联网，只能人工打
电话过去核实，然而也不是所有医
院都会配合。

“我筹吧”的监管则更为简单。
该平台的客服人员说，他们一般是
审核纸质文件，至于是否会向医院
核实，客服人员称有时会抽查。

而“爱心筹”干脆挂出了免责声
明，称平台无法审核用户每条信息
发布的动机和内容的真实性，用户
因其使用爱心筹服务而产生的一切
后果也由其自己承担，爱心筹对用
户不承担任何责任。

业界呼吁政企合作

于亮认为，轻松筹只是一家公
司，承担了许多本不该承担的监管
责任。但如果他们不审核项目的真
实性，势必会给平台带来更多的质
疑与骂声。

对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
究所关博博士认为，这个领域确实
需要加强政企合作，需要政府提供
包括医疗信息在内的基础信息支
持。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积极合
作，允许基础数据在有监管、有保
障、政府可控的范围内，提供给不以
盈利为目的的第三方。

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麻策
认为，轻松筹平台的责任，在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公开募捐平台服
务管理办法》中予以了明确，即“网
络服务提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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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并不代表轻松筹平台没有
任何法定责任，麻策认为，其法定
责任至少包括：一、根据《互联网用
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要求，应作
好个人求助注册用户的真实身份
信息（不是项目真实性）认证审核
工作，否则若发生捐赠人届时难以
向求助人主张权利时，平台应替代
求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二、平台应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发现明显违法信息（如诈捐），应立
即停止信息发布并向主管机关（如
公安部门）报告并由主管机关予以
行政或刑事处罚（如诈骗），否则应
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
平台应当作好风险提示义务并告
知非募捐的性质，否则亦应当承担
法律责任。

另外，众筹的钱款会在平台上
沉淀一段时间，外界有猜测“轻松
筹”等公司会利用这笔资金取得收
益。对此，于亮予以否认。

对于这笔资金的使用和监管，
北京安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军表示，众筹平台上沉淀的资金，确
实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极易发生
资金挪用现象。

摘自《新京报》

众筹平台审核程序简单；夸大病情或窃取资料乱象滋生

大病众筹遇“诈捐”难题

杭新景高速建德寿昌至开化白沙关（浙赣界）衢州段，
车辆通行收费标准听证会近日召开。这意味着今年年初，
杭新景高速延伸段中的建德段通车后，衢州段的开通就在
眼前了。

记者10月30日多方打听得知，开通的时间点应该就在
11月28日前后。自此，去江西婺源、景德镇有了一条更快捷
的通道，而杭金衢高速，尤其是衢州段的堵情有望缓解。

杭新景高速延伸段从建德寿昌八亩丘互通开始，终止
于开化县白沙关浙赣两省分界处，与江西境内已建成的景
婺黄（常）高速相接。

延伸段路线全长 128.506 公里，其中建德段 23.453 公
里，衢州段105.053公里，要经过衢州市的衢江区、柯城区，
还有常山县和开化县。

延伸段设两个大型互通枢纽，即八亩丘互通枢纽和开
化渊底互通枢纽（接黄衢南高速）。据介绍，延伸段沿线共
有 9 个收费站，分别是建德大同、衢州的上方、太真、七里

（新桥）、林山、开化、池淮、杨林及白沙关。另外，在衢江区
和开化县分别设两个服务区，常山设一处停车区。因为是
山区道路，衢州段有隧道 31 座，最长隧道近 6000 米，桥梁
127座，同时弯道也多，车道也少（双向4车道）。

正因为如此，跟杭新景高速主线比，延伸段的设计速度略
微有所下调，并非120公里/小时，而是100公里/小时。当然
了，放慢了时速，你更加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沿着这条美丽
的风景线，你可以直抵钱江源，到达婺源、景德镇等地了。

杭新景高速公路，是一条连接浙江与江西、安徽的高速
公路。从最早 2005 年 12 月 26 日，杭州袁浦始经富阳桐庐
至建德寿昌建成通车，距今 11 年了。下月底，杭新景高速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了。 摘自《钱江晚报》

杭州去婺源、景德镇有了快捷通道

杭新景高速衢州段
下月底通车

因为都喜欢动手制作木制品，南京林业大学的两位大
四女生吴乐、韩艺走到了一起，在校园里开起了一间名叫

“因木之遇”木艺工作室——一边自己当木匠，一边邀请大
学生们前来体验，这一独特的创意颇受市场欢迎。工作室
位于南林大水杉创业园内，20 平方米见方的房间内，各种
手工木作工具都很齐全。 摘自《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