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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菅宇正

半数网友认为
个人求助信息不应该通过微信传播

“目前全国涉及个人求助业
务的，无论企业、公益组织还是
个人，越来越多，但自身能力良
莠不齐，而且目前国家对这方面
没有限制。 虽然个人求助是为了
帮助更多人，但也需要一个准入
门槛。 ”这是前段时间轻松筹联
合创始人于亮在接受 《公益时
报》记者采访时对目前个人求助
领域的看法。

目前， 对于发布个人求助信
息的平台， 除了需要在显要位置
进行风险防范提示以外， 并未有
其他细则限制， 尤其对于平台是
否应收取手续费用等关键问题没
有规定。

目前，这些平台都基于网络，
只要求求助者提供个人信息及相
关材料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绝
大多数机构都把微信朋友圈作为
个人求助信息的扩散渠道， 通过
求助者亲朋好友进行转发扩散。

在平台运营方看来， 之所以
选择微信朋友圈， 是因为微信是
一个私密社交软件， 只有相互认
识的人才会成为彼此微信好友并
看到对方的朋友圈， 通过这一渠
道发布求助信息，就规避了“公开
募捐”嫌疑。

而对于备受公众关注的个人
求助信息真实性问题，目前，开展
个人求助业务的机构主要是针对
求助者的个人信息、 求助情况真
实性、 银行账户是否属于求助人
本人等方面进行核实， 更多展现
出来的是一种“尽职性”态度。 即
便是信息有误， 责任也只能追究
到发起人。

而在善款使用方面， 因为个
人求助属于赠予行为， 是公众将
善款自愿、无偿赠予受助者，至于
受助者获得善款后如何使用，平
台无须也无权进行干涉， 一旦受
助者违背个人求助信息中约定的
善款使用计划， 也只能由捐赠者
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撤销赠
与，并要求受助者退回捐款。

由此产生了种种问题， 引起
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为此《公益时
报》联合新浪公益、问卷网和凤凰
公益推出本期“益调查”———乱象
丛生的个人求助该何去何从？

调查从 11 月 4 日开始，截止
到 11 月 7 日上午 10 点。 结果显
示，57.2％的网友表示在朋友圈看
到了个人求助信息， 但是没有捐
赠；有 20.2%的网友表示在朋友圈
看到了此类信息并捐钱；22.6%网

友表示很少会在朋友圈看到此类
信息。

在面对个人求助信息通过微
信朋友圈传播是否合适的问题上，
50%的网友表示不合适， 因为现在
微信的运用十分广泛，传播中亦可
以让相互并不认识的人看到，这种
传播方式等同于变相的公开募捐；
28.3%的网友表示合适， 因为微信
是基于熟人社交而建立的。

对于提供个人求助业务的平
台， 是否应该对信息真实性承担
法律责任方面，65.6%的网友表示
应该承担该责任， 不应该只开展
业务却不进行监管；有 23.7%的网
友表示不应该由平台负责， 个人
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应该由发布者
本人承担， 一旦发现其发布虚假
信息，应该对本人进行相关处罚。

最后，对于开展个人求助业
务的平台是否应该收取手续费
用的问题上，有 57%的网友表示
反对，因为平台不应该从善款中
扣除一定比例资金作为手续费，
应该另外筹集平台运营成本；也
有 43%的网友认为可以收取，因
为平台作为技术和渠道提供方，
本身也有支出，应该收取成本费
用。

截至 11月 7日 10时

网友留言：

八十万晋军教头：这
样的平台很有必要，他让
很多人得到了救助。

君君：个人求助平台
是一把双刃剑，但绝对是
弊大于利 ， 在公益界有
1%的负面都是对整个互
联网公益筹款的伤害，红
十字就是最好的例子。

echo：我在朋友圈看
到过个人求助 ， 也捐了
钱，后期还收到了使用情
况， 看到他们获得帮助，
非常开心。

奥特小王子：个人求
助平台越来越多，政府一
定要出台相关政策规范，
要不然会泛滥成灾，麻木
公众。

1. 你是否在朋友圈看到个人求助信息并捐
款？？
A很少看到此类信息；20.2%
B有这类信息，但没有因此捐款；57.2%
C是的。 22.6%

2. 你认为个人求助信息在微信朋友圈传播
是否合适？
A 合适，微信朋友圈属于熟人网络，比其他
方式更加可信，有效；28.3%
B 不合适，微信朋友圈属于公开场合，这里
发起的求助信息等于变相的公开募捐；
50%
C不好判断。 21.7%

3.作为提供个人求助业务的平台，是否应该
对信息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A 应该，既然作为业务提供方，就应该对信
息真实性承担责任， 保护公众善心和善款；
65.6%
B 不应该，平台只是信息的发布方，真实性
应该由发起者承担；23.7%

2015年 18岁以下儿童
伤害死亡率为 15.82/10万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近年全国 18 岁以下
儿童伤害死亡率呈持续下降趋势，2015 年为 15.82/10
万，比 2010 年降低 6.59 个十万分点，已实现《纲要》目
标,但城乡和区域间差距较大。

点评：2015 年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城市为 5.8‰，
农村为 12.9‰，农村高于城市 1.2 倍。 农村儿童工作还
有很多事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投入。

善行 100大学生
五年筹款 4582万

据中国青年网消息，11 月 5 日， 善行 100 五周年
暨 2016 温暖行动全国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据
悉，自 2011 年善行 100 启动以来，累计 21 万名大学生
志愿者参与，五年筹集善款达 4582 万元。 善款主要用
于爱心包裹项目，为贫困地区孩子送去温暖和关爱。

点评：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公益组织的有效引导下
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股力量应该被更多公益组织
重视起来。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案件 42件
据央广网消息，11 月 5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曹建明介绍，2015 年 7 月试点以来， 至 2016 年 9
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案件 42 件，以判决结案的 8 起
案件，法院均支持了检察机关主张。

点评 ：公益诉讼的主体可以是检察机关，也可以
是相关公益组织等 ，双方应加强合作 ，不断提高公益
诉讼的效率与影响。

因违法吸烟受罚单位
575家、个人 2300人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去
年 6 月 1 日实施， 至今因违法吸烟受处罚的单位有
575 家，个人 2300 人。累计被投诉举报 5 次以上的 13
家餐饮连锁企业还被卫生监督部门约谈。 此外，北京
市还在制定罚则拟将违法吸烟行为纳入诚信体系黑
名单。

点评：控烟需要采用多种手段，持续关注、监督 ，
才能发挥作用，这其中公众的参与和举报是最重要的
力量。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10月 31日 泰禾集团 2亿元 医学管理研究院的发展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6年 11月 2日 庞升东 1100万元 支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工作

宁波大学

2016年 11月 2日 单曹素玉 500万元 购入先进医疗设备 宁波市第二医院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7 日)
（制表：王勇）

女儿重病，绝望中对着父母大发脾气，隔壁病床
的探视者看在眼里，会怎么做？ 近日，在上海陆家嘴金
融城文化中心，一场互动心理剧吸引了百余位社区居
民。 作为第六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之一，上海惠
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在此举办了“公益‘心’智慧
论坛暨互动心理剧进社区———陆家嘴站”。“通过这一
公益与艺术相结合的互动心理剧，让更多的生命真实
体验爱的流动的幸福之道。 ”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
中心主任天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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