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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筹”：打通互联网医疗救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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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发展，公众参与公益的形式
更加丰富，捐赠、筹款也变得更
加方便快捷，加之越来越公开透
明的信息，公益慈善正逐步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同时，
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得医疗求助
与救助更容易对接，弱势群体通
过互联网求助也成为常态，互联
网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近乎零门
槛的发声渠道。

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
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我国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有 1256
万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
42.4%。 而在各种致贫原因中，因
病致贫在各地区都排在最前面，
因病致贫成为脱贫攻坚的一大
难点。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募捐
平台、众筹平台、网络互助平台
等应运而生， 但问题也显而易
见：求助内容鱼龙混杂、信息真
伪难辨……如何做好医务工作、
如何同筹资平台系统化运行进
行更好地衔接已成为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8 月 15 日，由《公益时报》社
联合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轻松
筹等机构发起的帮你筹公益项
目启动仪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举行。 帮你筹项目通过链
接医院、公益机构、媒体以及互
联网筹款平台，进一步打通患者
救助通道。 通过打造完整的医疗
救助体系，该项目有望从根本上
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达到精
准扶贫的目标。

互联网求助已成为常态

据 2017 年中国慈善蓝皮书
显示，过去一年，我国的社会捐
赠总量接近 1346 亿元。 而在过
去六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一直
维持在每年 1000 亿元左右的水
平。 这其中，社会捐赠来源主要
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来源于企
业、企业家等财富阶层，另外一
部分则来源于社会公众。 但与一
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众的小
额捐赠占社会总捐赠额的比重
一直很低，基本在 7%以内。

究其原因，公众参与社会捐
赠的平台比较单一、流程复杂且
信息公开透明度偏低，导致公众
参与捐赠积极性不高。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让人人公益、 平民慈善变得可
能，社会捐赠来源结构正在逐渐
被打破。而腾讯公益平台自 2015
年发起的 99 公益日活动更是将
公益的理念融入了普通公众的
生活。

据资料显示，截至 2017 年 5
月， 腾讯公益已通过线上募款平
台为超过 2 万个公益组织和 200
家公募基金会募集款项超过 18.3
亿元。阿里巴巴的财报也显示，仅
2017 财年，阿里集团就带动社会
公众 47亿人次参与公益， 累计 3
亿多用户、178万多卖家通过阿里
巴巴平台和蚂蚁金服平台参与了
公益， 阿里巴巴及蚂蚁金服平台
用户累计捐赠 5.7亿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弱势群体
通过互联网求助也成为常态，同
时互联网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接
近零门槛的发声渠道。 另外，互
联网募捐平台、众筹平台、网络
互助平台的相继出现，也为公众
参与公益事业在最大程度上提
供了便利，更为弱势群体的救助
提供了多重保障，弥补了现阶段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

中国华侨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何继宁表示，“我们处
在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新科技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极大地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通过互联网
救助平台，公益组织有了更好的
发声和募捐渠道，特别是为个人
求助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让
弱势群体看到了希望。 ”

不过，互联网公益的发展也
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信息真
伪难辨， 极易引起信任危机；另
一方面，求助者、医院、互联网平
台、慈善组织、捐赠者等相关方
并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 如何做
好医务工作、如何同筹资平台系
统化运行进行更好地衔接已成
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医疗救助信任危机待解

2016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数据显示，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
档立卡统计， 我国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
户总数的 42%，患大病和患长期
慢性病的贫困人口疾病负担非
常重，医疗救助已经成为一项关
乎民生发展的大事。

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脱
贫攻坚规划》强调，在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范围基础上，减轻贫困
人口医疗费用负担，加大医疗救
助力度，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对突发
重大疾病暂时无法获得家庭支
持、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的贫困家庭患者，加大临时救助
力度。 该《规划》中也提到，支持
引导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医疗救
助，从而实现精准扶贫。

2013 年，民政部下发了《关
于加强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衔
接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积极探
索建立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的
衔接机制，鼓励引导慈善力量参
与医疗救助。 与此同时，互联网
的发展使慈善力量更容易与求
助者建立联系，越来越多的病患
通过互联网进行求助。

为规范互联网求助，2016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慈善法》
对网络募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
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
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
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
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依据《慈善法》的相关要求，
民政部指定了首批 13 家互联网
募捐信息平台，其中包括市场占
有率很大的腾讯公益平台、新浪
微公益平台、 支付宝公益平台、
以及轻松筹公益平台等。 目前，
随着监管机构对平台的管理更
加严格以及平台本身流量的问
题，互联网筹款基本上已经聚焦
到少数几家平台上。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平台
依旧未能解决患者、医院、平台
以及捐赠方等各个环节沟通以
及信息的割裂的问题，往往导致
贫困患者不能及时得到救助，甚
至由于信任问题，导致平台自身
也受到负面影响。

8 月 15 日，由《公益时报》社
联合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轻松
筹等机构发起的帮你筹公益项
目正式启动。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副秘书长、《公益时报》社总编
辑赵冠军表示，该项目的目标是
基于现有的政策环境，通过链接
病患、医院、网络筹款平台、公益
机构，打通救助途径，确保第一
时间帮助病患寻找到可靠求助
平台， 形成完整的医疗救助体
系， 精准扶贫，“真正有效解决
‘因病致贫’的问题，实现精准扶
贫的目标。 ”

打通医疗救助通道

2017 年 6 月底， 民政部、财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
《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
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 对社
会工作参与攻坚扶贫的总体要
求、服务内容、专业力量、重点项
目和组织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
并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挥
枢纽组织作用，促进贫困地区社
会工作领域社会组织发展提出

了要求。
而作为全国社会工作的枢

纽型行业组织，在《公益时报》社
的积极参与下，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自 2006 年以来长期致力于
医务社工介入社会救助的探索，
联合爱心企业与近百家医院合
作， 建立了完整的资金募集、项
目审核、儿童救助、医务社工等
体系化工作。 仅儿童社会救助委
员会与神华公益基金会联合开
展的爱心行动项目， 自 2011 年
以来就救助了超过 2.4 万名两病
（白血病、先心病）儿童。

在此大背景下， 作为国家民
政部主管、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主办的公益重点媒体，《公益时
报》社主动作为，联合中国华侨公
益基金会、 轻松筹等机构发起了

“帮你筹”公益项目。 该项目希望
促进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成长，切
断贫困代际传递； 促进重大疾病
防治网络建设， 提高贫困患儿及
时接受治疗机率，缓解家庭困境。

作为首批支持平台，北京轻
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为项
目公开募款提供支持。 该公司首
席战略官王政表示，“项目的实
施实现了医疗救助线上线下无
缝对接，轻松筹将全力支持这一
项目的实施。 ”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院
长赵增仁表示，“帮你筹”项目有
效地将患儿、医院、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衔接起来。
“作为医院，一定把好审核关，既
为病患提供便捷的救助渠道，也
保证捐赠人的权益。我们希望通
过这种形式汇聚八方爱心，更加
及时有效地救助更多患儿，推动
医院先心病救治工作的开展，为
省内外先心病患儿做出更多贡
献。 ”

该项目资助的对象主要为
国内贫困家庭的病患，项目第一
批主要是针对医疗救助，今后还
会拓展到教育等其他公益领域，
致力于打造一个“互联网+社会
救助”的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开
始运行的项目主要关注先天性
心脏病或白血病患病青少年。

何继宁谈道， 希望医院、公
益组织、媒体以及网络筹款平台
发挥各自优势， 推动项目的发
展。“帮你筹项目的核心是为个
人救助提供服务，这其中既有经
济上的扶持，也包括为救助对象
提供医疗方面的绿色通道，切实
解决贫困病患面临的最急迫的
问题，同时解决网络求助监管问
题。 另外，该项目在医疗扶贫方
面也将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

在该项目模式下，医院作为
数据来源，可以确保病患案例的
真实新；基金会则可以发挥资金
兜底作用。 项目所筹善款将全部
用于病患筛查、健康知识预防以
及病患儿的紧急救治、康复。 其
中，救治和康复善款专项用于病
患在治疗中医保报销以及医院
减免之外的需自费治疗费用；救
助病儿不能重复申请本项目资
助。

项目发起方代表探访患病儿童

8 月 15 日，帮你筹项目在河北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