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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细雨筹提现屡次爽约，
“救命钱”一拖再拖为哪般？

细雨筹有点“愁”

今年 4 月间，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张小姐的母亲因病入住哈
尔滨第一医科大学医院，后因病
情恶化，6 月底被收治该院 ICU
病房，院方给其家属下达了病危
通知书。 前期已花费大量资金诊
疗的张小姐及家人，此时显得十
分无力。 7 月初，张小姐通过医院
橱窗看到细雨筹的平台广告，获
知通过该平台可以为其母亲筹
款，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很快，张
小姐就完成平台注册并获得平
台方客服人员的筹款指导，通过
微信朋友圈转发等渠道开始筹
款。一周后，张小姐已筹得 2.8 万
元左右的救助款项。

同样，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的李先生，其父亲早年心脏手
术后又被查出患白血病，近几年
的治疗并不理想，已花费大量资
金。 7 月上旬，李先生在细雨筹发
起为父亲筹款项目，一个月内筹
到 1.2 万余元。

通过积极转发，看到筹款平
台每日善款的增长，令张小姐和
李先生有了些许的安慰。 面对每
日不少的诊疗费用支出，两人想
到从筹款平台提现以减轻家庭
支出负担。 按照平台提现规范，
筹款者向平台发起申请，审核通
过后平台将在 1~5 个工作日打
款到账，但张小姐和李先生的提
现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却总无
法到账。

提现受阻一拖再拖

提现未到账，开支每天有。
好好的筹款平台，写明的要

约条款，提现申请为何总不能到
账，这让张小姐和李先生有些想
不通。

张小姐表示，由于诊疗费用
超过家庭预期， 为减轻家庭负
担，7 月上旬发起筹款，一周后（7
月 10 日） 便向平台发起了提现
申请， 但 5 个工作日后也未到
账，后向平台方询问，对方称由
于系统升级的原因需要等待，并
称 8 月 25 日当天将之前提现未
到账资金全部支付。

李先生的提现经历与张小
姐相似，7 月初发起筹款，7 月 30
日发起提现，8 月 5 日被告知提
现暂缓需要等待，8 月 20 日又被
告知平台系统升级，需要等待至
25 日放款。

平台方给出答复又往后推
了一周，一拖再拖的提现日期让
人寝食难安。

张小姐和李先生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大病筹款都是通
过微信朋友圈等其他途径转发
后， 亲戚朋友等爱心人士的捐
款，筹来的钱都是救命钱。 平台
方一拖再拖，这样让筹款者很无
奈， 亲人大病本来就急需费用，
家庭负担也在逐步增大，原来通
过平台筹款看得见的希望，现在
也变得有些模糊，平台方的提现
时间总往后推脱，这不太正常。

《公益时报》记者经多方联
系， 找到一名细雨筹志愿者小
欣。 据小欣描述，目前，自己已从
细雨筹离职，尚有部分补贴薪资
未能结清，平台方对于筹款者发
起的提现申请也是多次告知延
后，自己也替筹款者着急。

平台致歉后再次改期

承诺提现未能兑现，新承诺
日期又将临近。

8 月 23 日 10 时 23 分，“细
雨筹官方微博”发布一封致歉公
告。 该公告称，细雨筹平台遭到
恶意投诉及举报， 致使微信服
务号被迫封停， 导致现阶段的
用户筹款与提现等操作无法正
常使用， 公司已第一时间进行
原平台主要功能的迁移与恢复
处理，并开通了新的入口，筹款
与提现功能不受影响， 均可继
续操作使用。

就在微博发出的当天，8 月
23 日《公益时报》记者致电细雨
筹方面， 对方回应称在 8 月 25
日当天会将之前申请提现者的
全部款项拨付到位，让筹款者提
现成功。

细雨筹方面回复称：“原来
均是人工打款，7 月份细雨筹做
了打款和退款的网上系统，希望
能提高效率。 但这个网络系统运
营并不顺畅， 有时比人工还缓
慢，款项挤压时有发生，造成用
户体验不好。 ”

“8 月份打款量增加。利用微
信通道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未能
成功打款有可能被投诉，微信会
对机构的打款账户作出资金异
常的判断，并对机构进行每日打
款限额，等待机构向微信提出申
诉，这期间机构每日打款额度均
有上限，无疑就会对患者提款造
成积压，呈现出款较慢的状态。 ”
细雨筹方面说。

张小姐、李先生随即表示，8
月 24 日与细雨筹方面取得联
系，平台方表示之前承诺的 8 月
25 日提现到账将无法完成，需
要再次等待一周， 约 8 月 30 日
到账。

《公益时报》记者 8 月 25 日
再次致电细雨筹方面核实，并连
续拨打筹款者提供的 2 部电话
010 -59897462、010 -81401065，
以及细雨筹平台公布的电话
4009002205，均呈现忙音状态，无
人接听。

而张小姐提供的细雨筹平
台筹款链接现已经无法打开，细
雨筹公众号也显示被封号，后又
转移至名为“细雨健康服务”的
公众号，现已同样无法打开。

多人报警律师表示涉嫌侵占

目前，张小姐和李先生已经
向细雨筹公司所辖地北京市丰
台区警方报案。 警方表示，该筹
款事件已经有多人前来报警，正
在展开了解核查，有进展会及时
向报案人披露。

《公益时报》记者从北京市
丰台区警方了解到，目前细雨筹
平台运营方脉享（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已被北京市丰台区
工商局责令整改，警方也将密切
关注事件发展。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
师、公益慈善学园专家郭然在接
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慈善法并未禁止个人利用网络
求助，但是“细雨筹”目前在首页
显著位置对机构及平台的介绍
中，频繁使用慈善、公益等表述，
足以误导公众该平台是与慈善
组织合作的募款平台。 该行为已
违反《慈善法》第三十三条关于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
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
募捐活动，骗取财产的规定。

郭然指出，关于该平台的运
行模式。 第一，求助人一旦填写
完信息点击提交，即在求助人与
平台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服
务内容是平台提供发布信息服
务、收款服务和支付服务等。 第
二， 爱心人士一旦完成赠款支
付， 与平台形成委托支付关系。
因此，即使“细雨筹”证明所有求
助人都充分知晓该平台仅为个
人求助信息发布平台、所有爱心
人士均明知求助信息需自行核
实，那么‘细雨筹’目前延期支付
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由平台的

所有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
平台经催告后仍不能将已收到
的赠款交付， 则该公司可能涉
嫌侵占， 数额较大时应当承担
刑事责任。

郭然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
“细雨筹” 与所提到的北京民泰
公益基金会是何关系？ 如果是
“隶属于基金会”，那么工商登记
应当显示基金会为其股东；如果
是“由基金会监督”，那么应当在
基金会立项。 当然，双方也可能
仅仅签了一份合作协议之类的
文书，那么这家基金会仍然要为
“细雨筹” 平台的虚假陈述给社
会公众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根据细雨筹官网显示 ，细
雨筹由脉享（北京）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创立，是为
经济困难的大病患者提供免
费筹款的平台， 隶属于北京民
泰公益基金会，接受基金会的指
导和监督。

通过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
2016 年 8 月 26 日， 北京民泰公
益基金会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
成立， 业务范围为扶贫助学、助
老助残、资助贫困学生。 2017 年
11 月 29 日， 被北京市民政局认
定为慈善组织。

2019 年 1 月 9 日，该基金会
因 2017 年度开展慈善活动的年
度支出比例为 0，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六十条第二
款的规定，被北京市民政局执法
监察大队警告性质的行政处罚。

企业查询公共平台显示，该
公司经营存在异常。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专业
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和启
信宝查询分别发现，2019 年 7 月
10 日，脉享（北京）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被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区分
局列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
营场所无法联系”， 经营风险显
示为异常。 2019 年 7 月 17 日，脉
享（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李萌已被北京市丰台区
人民法院案由劳动争议、人事争
议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

个人求助急需规范引导

2016 年 9 月 1 日， 民政部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四部门印发《公开
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其中对个人求助明确了相
关的权利义务。《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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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个人求助， 民政部表
示，这不属于慈善募捐，但客观
上影响到慈善领域的秩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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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19 日， 爱心
筹、轻松筹、水滴筹 3 家平台联
合签署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
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和《个
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
律公约》。

（应采访对象要求 ，文中张
小姐、李先生、小欣均为化名）

张小姐的筹款页面 � � 细雨筹给筹款用户再次发来
延时提现信息

� � 近年来，大病筹款平台在业界迅速崛起，给饱受折磨、无钱治病的患者带来求生希望，其
基于微信朋友圈的传播模式也让筹款效果显现上佳。 而事实上，在大病筹款平台如雨后春笋
般冒出的背后，乱象也时有发生，并直接给慈善领域的秩序规范带来阻碍。

近日，一个名为“细雨筹”的大病筹款平台就因多次承诺筹款者提现未果，遭遇用户举
报。提现承诺一拖再拖的背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一事件无疑再一次印证，大病筹款平台
亟待规范运营的统一标准。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平台对筹款用户表态，原定于 8 月 25 日的打款，又往后推了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