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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筹”携款跑路，个人求助再起是非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距离通知中显示的 3 月 16 日已过去整整 12 天，对于通过“容易筹”平台发起筹款的求助者而言，非
但没有拿到平台方承诺的 2000 元补贴，就连原本亲人、朋友捐赠的救助善款也没了音讯。 平台跑路，百
万善款没了踪影……

“千万网友信任的网络筹款平台，已有 2100 位患者筹到治病钱，现在发起筹款，免收一切手续费。 ”
这是名为“容易筹”平台的宣传语，一家自身定位为面向广大重疾病患者的个人求助平台，主要功能以重
大疾病筹款为主，通过运用互联网让重大疾病患者通过爱心人士的帮助筹医疗费。

但 2018 年 1 月 11 日上线后仅 2 个月，该平台停止了项目筹款和捐款功能。 直到今天，已有几百位
求助者未能如期提取善款，总金额超 160 万元。

“容易筹”：
零手续费，筹款有补助

李阳（化名）家住长春汽车
产业开发区，女儿于去年 9 月被
确诊为伯基特淋巴瘤，先后四次
化疗花费约 20 万元， 但效果并
不理想，今年 1 月 5 日转院到中
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
液病医院接受新一轮治疗，但面
临资金缺口。 李阳经人介绍，看
到了刚刚上线的“容易筹”平台。

“之前在轻松筹上也发起过个人
求助信息。 ”李阳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朋友跟我说这个平台
(容易筹) 发起个人求助项目，筹
款 1000 元平台会补助 200 元，筹
款 2000 元补助 800 元， 筹款
3000 元可以得到最高的 2000 元
补助，而且平台同样声称不收取
任何手续费，所以我们就在‘容
易筹’平台上也发起了个人求助
信息。 ”

2018 年 2 月 9 日，李阳正式
在容易筹平台上为女儿发起个
人求助项目。 据李阳回忆，该平
台的整个信息填写和提交流程
与当前几家大的个人求助平台
并无差异， 只是该平台上没有

“提现”功能。 据该平台规定，发
起的个人求助项目筹款满 1 个
月到期时，平台将自动停止该项
目捐赠，善款经公示三天后拨付
给求助者。 考虑到平台相关运营
主体均可查询到，李阳并未对其
可信度产生太多疑虑。 3 月 11
日，李阳为女儿发起的个人求助
项目上线满 1 个月，期间累计接
受捐赠次数 808 次，累计筹集资
金 59779.51 元。 正当李阳准备联
系平台提现所筹善款时，他发现
平台上的客服电话已无法拨通。

《公益时报》 记者也尝试拨

打平台客服电话， 同样无人接
听。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李阳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平台工
作人员。“客服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们联系了之前帮助我们填报
资料的平台志愿者。 ”李阳回忆
道，“志愿者联系了平台，其工作
人员说平台实际控制人李 X 伟
已经卷款跑路，他们也已经几个
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

到期无法提现，
维权面临困难

“知道钱被卷跑了， 我第一
时间去报案，但辖区派出所却并
未立案。 ”李阳说道，“派出所民
警说，首先该案件并不属于派出
所辖区范围，其次该案件中我们
作为个人求助发起人并不属于
受害人，如果平台实际控制人卷
款潜逃， 捐赠人才是受害人，如
果要报案，也需要实际捐赠人进
行报案。 ”

而在追溯善款的过程中，李
阳发现了越来越多跟其遭遇相
同的受助者，大家均无一例外地
通过容易筹平台发起个人求助，
但最终均无法如期提取筹集善
款，而且很多求助者在报案过程
中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李阳把《公益时报》记者拉
入了一个名为“容易筹筹款未到
群”的微信群，里面有 160 多人，
除了几位此前的平台志愿者外，
绝大多数成员均是在容易筹平
台发起个人求助项目却至今仍
未能提取善款的求助者。

记者通过微信查询“容易
筹”平台，该平台内嵌于一个叫
“聚华力互助”的微信公众号，其
运营主体为广州聚华力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通过工商信息查
询，记者了解到，广州聚华力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在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原始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法人为王
志强。

有基金会作背书？

据“聚华力互助”微信公众
号 2018 年 1 月 29 日推送的一篇
平台介绍文章中显示，该平台所
筹善款均由第三方进行资金托
管， 平台不会直接接触资金，从
而确保资金安全有保障。 而作为
平台此前的志愿者，张辉(化名)
此前看到过容易筹平台出具的
第三方托管证明复印件。 张辉此
前一直从事项目、产品的推广工
作，“容易筹平台上线后，负责推
广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找到了
我，希望我们能够对产品进行推
广，了解到平台的情况后，我们
对接了本地的山西大爱慈善基
金会，希望双方能在大病救助方
面有所合作。 ”张辉说道，“山西
大爱慈善基金会本身也有大病
救助公益项目，我们希望双方的
合作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通过
这一渠道获得帮助。 ”在基金会
与平台就合作进行沟通过程中，
张辉看到了平台方出具的第三
方资金托管证明，托管方为“上
海富友”。 也正是基于资金托管
保证安全的角度， 最终在 2018
年 2 月 27 日， 容易筹大病救助
平台与山西省大爱慈善基金会
共同主办了新闻发布会，而为了
方便大病救助项目的操作，发布
会现场容易筹与山西大爱慈善
基金会共同启动了“容易筹大爱
慈善基金”。

据张辉回忆， 今年春节之
前，在平台上发起个人求助项目
的受助者很多都成功提现并且
拿到了补贴，而在与基金会合作
举办新闻发布会期间，出现了补
贴资金及筹款不能及时到账的
情况， 但平台很快在 2 月 17 日
发布公告称因银行结算延迟，并
将于 2018 年 2 月 20 日恢复正
常。

2018 年 3 月 11 日左右，陆
续很多求助者称还是无法进行
提现，张辉与平台工作人员进行
联系， 被告知该事件已经在处
理， 并将于几天之内拨付到账。
当天，容易筹平台再次发布公告
称：因服务器升级，将暂停发起
筹款和捐款功能，所有补贴和筹
款款项将于 3 月 16 日前核算完
毕，到达筹款人手里。 直到 3 月
15 日张辉再次拨打平台分管统
计的负责人电话时却被告知，平

台实际负责人李 X 伟可能捐款
跑路，公司目前无法与其取得联
系。 而在此两天前，张辉称其刚
刚与李 X 伟电话沟通，并未发现
对方出现异常。

作为与平台合作的山西大
爱慈善基金会，是如何与平台进
行合作，事件发身后又是如何应
对，记者致电该基金会对外公布
的联系方式，却始终无法取得联
系。 张辉表示其本身也在该基金
会供职，事件发生后，基金会第
一时间安抚尚未提现的受助人，
并为他们开通水滴筹平台的筹
款通道。 张辉也在第一时间通过
微信建立了维权群。

“救命”善款能否追回

截至目前，仅张辉统计到的
未能成功提现的资金已超 80 万
元。 而在与公司副总王杰（化名）
的沟通中，张辉得知，3 月 15 日，
王杰已经率领公司众多员工报
案，并且在广州天河区石牌派出
所立案调查，平台方面统计的涉
案款项已超 160 万元。“根据最
新跟该公司工作人员的沟通，我
听说李 X 伟已经自首，目前警方
正在就资金流向进行调查。 ”张
辉说道，“其实我也一直在疑惑，
为什么原本由第三方托管的资
金，会被他卷款跑路呢？ ”

《公益时报》 记者致电广州
市天河区石牌派出所，但当地派
出所并未对案件进一步情况予
以答复，称需要与上一级公安部
门沟通。

个人求助项目在遭遇此类
情况时， 求助者是否为受害人，
对于涉嫌卷款潜逃的李 X 伟又
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对此，《公益时报》记者采访
了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岳屾山律师， 他表示：“首
先，本案中发起个人求助的求助
者，应当属于受害人。 因为在个
人求助过程中，捐赠人根据个人
求助信息自愿完成捐赠后，已经
是一种定向赠与的行为，从法律
角度而言，这笔财产已经是求助
者的合法财产，平台实际控制人
如果卷款潜逃，就已经构成了对

求助者合法财产的非法侵占。 ”
据悉，目前，警方以职务侵

占罪名对涉嫌卷款潜逃的李 X
伟进行立案调查。 岳屾山表示，
若此罪名成立，根据《刑法》第二
百七十一条规定：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
己有，数额较大的，处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
处 5 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可以并
处没收财产。

对于本案，岳屾山律师认为
受害人可以从民事权利进行主
张，要求平台方归还其自身筹集
的相应善款。 如果平台没有能
力，善款是否能拿到，就只能等
待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赃款
的追缴情况了。

个人求助不是生意

“个人求助本身属于慈善，
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爱心奉献，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平台把它
当做了一门生意来做。 ”华南师
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
表示，“容易筹对外宣称平台免
收所有手续费，而且对于在平台
上发起筹款的求助者，达到一定
筹款资金还会给予一定金额的
补助，其目的在于快速获得大量
用户。 但是在整个流程中，平台
自身是否有足够多的资金储备
支撑是关键， 如果没有资金储
备， 就存在挪用善款填补空缺，
甚至出现现在卷款潜逃的问
题。 ”

目前，《慈善法》及其下位法
中均未将个人求助纳入到监管
体系当中，也并未对开展个人求
助业务的平台进行监管和指定
准入标准。

在褚蓥看来，个人求助本身
属于中国式慈善的一部分，理应
从立法层面将其纳入到相应的
监管体系当中，此外，政府应该
积极加强慈善文化，公众慈善理
念的倡导工作，在此基础上通过
新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好地推动
慈善事业发展的目的，而不应该
让慈善成为企业获利的工具和
途径。

� � 从平台志愿者提供的部分尚未提现的求助者信息中可见， 求助
者尚未提现的金额从上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