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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熊孩子“误捐”17000元被退回

发生“误捐”该怎么办？
如今，很多第三方支付工具

均开启了“免密支付”功能，即在
低于一定的金额情况下可以不
输入支付密码就能直接完成支
付， 这大大提高了用户体验，使
支付过程更加方便快捷。

趁着互联网发展的红利，公
益慈善也得到迅猛发展。 当前，
互联网捐赠已经成为公众捐赠
的主要方式。

但 6 月 3 日的一则消息，则
让网络捐赠的双方有些傻眼。

当天，有媒体报道江苏宿迁
8 岁的男童借父亲刘先生的手机
玩耍，从微信端口的腾讯公益将
17000 元拨给中国扶贫基金会公
益项目。 刘先生称早已设置支付
密码，成功支付纯属“误捐”，要
求退款，引发公众热议。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国扶贫
基金会表示，17000 元“误捐”款
项已于 6 月 2 日原路退回刘先
生账户，并得到刘先生确认。

发生“误捐”怎么办？ 基金会
是否应该退款？ 而捐赠的严肃性
又该如何得到维护？ 有律师则表
示：“慈善捐赠更需要诚信，捐赠
严肃性应得到维护。 ”

记者验真：
平台免密支付可设金额上限

针对媒体报道，微信客户回
复刘先生时称， 根据系统设置，
安卓系统手机微信支付需要密
码，而苹果手机用户在支付低于
两千块钱时不需要支付密码，高
于两千时才需要支付密码。

《公益时报》记者随后以安
卓和苹果两款系统登录多个第
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尝试， 发现
“免密支付”和“有密支付”均可
以设置选择：“免密支付”可以设
定每次支付的相应资金上限，
“有密支付” 可以设置为无论支
付金额大小均需输入密码。

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
上，对于“免密支付”可以进行相
应资金上限设置， 分为 200 元、
500元、800元、1000元和 2000元
共 5个档位，选择不同档位，意味
着在此档位之上才需输入支付密
码。 但此操作被更换至另一部手
机上时， 首次支付仍需输入支付
密码，二次支付起才无需输入。

微信客服对记者表示，在微
信支付平台上，“每笔订单小于
500 元可设置免密支付， 每天有
5 次免密次数， 免密次数从每天
0 点开始重新计算。 如果系统检
测到交易存在风险，也会提醒需
要输入支付密码验证”。

“误捐”后应注意证据留存

时下，公众利用互联网已经
变得十分普遍，网络捐赠亦是如
此。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根
据 2017 年 5 月 23 日， 国家工信
部公布的《2017 年 1-4 月份通信
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移动宽

带用户数超 10 亿， 占移动电话
用户的 74.5%。 移动宽带用户（即
3G 和 4G 用户） 总数达到 10.05
亿户。

移动互联网给公众捐赠和
公益机构筹款带来大量机会，使
其低成本快速扩张，但一些“误
捐”事件也时有发生。

对于这起孩童“误捐”17000
元一事， 中国扶贫基金会表示：
“此次因孩子误操作造成的捐赠
并不是个案。 近两个月来，基金
会就已经处理了 4 笔捐赠退款，
其中 2 笔属于系统异常造成的
误捐，1 笔属于精神病人误捐，1
笔属于账号密码被盗后产生的
误捐。 ”

上述 3 种类型的退款申请
分别在捐赠人提供了系统异常
证明、精神病鉴定证明、公安立
案证明后给予了退款。

对于退款，中国扶贫基金会
也表示，将会坚持两个原则，“一
是如果能够确认是误捐，一般都

会办理退款；二是要按照既有的
程序办理，证明确属误捐，以维
护捐赠不可撤销的严肃性”。

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提
醒大家，万一发生误捐，一定要
留好证据， 及时与相关方沟通，
提供材料， 耐心按照程序进行，
既不对自己造成损失，也维护了
捐赠的严肃性。

律师：
捐赠严肃性应得到维护

北京兆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绳欣辉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合同法》、《慈善
法》对赠与和慈善捐赠已作出明
确规定。 ”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
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和第一百
八十八条之对于“赠与合同”的
规定，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
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
与的合同。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

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但
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道
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
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
规定。

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慈善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
十五条规定， 本法所称慈善捐
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
与财产的活动。 捐赠人可以通过
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
益人捐赠。

而对于捐赠这种民事行为
的撤销，法律也有着详细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71 条规
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
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
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
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
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
误解，在法定事由存在情况下要

求撤销。
“根据规定，只要是正常进

入捐助平台进行了捐款操作就
视为同意对该项目进行捐赠，双
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 该行为就
应受合同法调整。 公益捐赠或救
灾捐赠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根据
合同法规定，赠与人不享有撤销
权， 除非有撤销的法定事由存
在。 ”绳欣辉说，“慈善捐赠更需
要诚信， 应严格执行法律规定，
防止捐赠弊案发生。 ”

网络公募平台将加强监控

2016 年 8 月 22 日， 民政部
公布首批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
募捐信息平台，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
位列其中。

对于此次“误捐”事件，腾讯
公益在回复《公益时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接到用户反馈的问题
后，已第一时间沟通善款接收机
构中国扶贫基金会，对用户误操
作的捐款进行了退款处理。 目
前， 用户已接受退款并达成理
解。 对捐款免密支付额度机制，
腾讯公益将联合微信支付尽快
对其进行优化设置，限定个人单
笔捐款最高额度。 在保障用户资
金安全的同时，鼓励用户更好地
参与到指尖公益中。 ”

同样， 作为 13 家网络公募
平台之一的“百度公益”平台，其
运营负责人、百度基金会秘书长
郭力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 百度公益正在
尝试对平台上的一部分项目运
用区块链技术，对捐赠资金的流
向做到尽量快捷、实时和不可篡
改监测。 但公益平台上的捐赠均
需要调用第三方支付工具（百度
钱包、支付宝、微信）来实现，支
持行为发生之后，资金直接打入
受捐方机构账号，公益平台客观
上不具有主动截留的能力。 ”

记者通过百度百科查询，所
谓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互联网数
据库技术， 其特点是去中心化、
公开透明，让每个人均可参与数
据库记录。

郭力表示，如果在百度公益
平台上发生类似退款申诉，平台
方也会积极邀请捐赠者和公益
机构友好协商， 提供相应证据，
提倡自愿解决，不做仲裁，此次
案例对行业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2017 年 6 月 1 日，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就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
规范》和《基本管理规范》两项行
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到，慈善
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上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
款、网络互助、个人求助等其他
信息混杂，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
募捐， 平台应加强审查甄别、设
置救助上限、强化信息公开和使
用反馈、做好风险防范提示和责
任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