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收费？

针对水滴筹收取筹款用户
3.6%“手续费”的说法，水滴筹
业务负责人郭南洋表示， 水滴
筹仅对单个筹款项目收取 3%
的服务费 （最高不超过 5000
元）,“0.6%是第三方支付平台
扣除的渠道手续费， 在用户捐
款时就会自动扣除， 并不是水
滴筹收取的。 ”

实际上， 第三方支付平台
扣除的 0.6%的渠道手续费自
水滴筹上线时就一直存在，据
水滴公司联合创始人、 水滴筹
和医疗事业群总经理胡尧介
绍，2020 年 1 月以前，这笔费用
一直是由水滴公司承担。

也就是说，2020 年 1 月以
前， 用户在水滴筹筹到多少资
金就能够拿到多少资金。 2020
年 1 月以后， 水滴公司不再承
担这 0.6%的渠道手续费，而是
由用户承担，并一直延续至今。

此次试点收取的 3%的服务
费则才是水滴公司所收取的费
用，此前从未收取过。 据水滴公
司介绍，目前只是在个别试点城
市开展，将根据用户的意见和建
议来持续改进现有方案。

具体来说，在试点城市，服
务费的收取标准是， 单个筹款
项目收取 3%的服务费，同时设
定了 5000 元的上限，对于超出
5000 元服务费的部分， 水滴筹
将采取免除政策。

按照这一标准计算， 当用
户筹款总额为 10000 元时，水
滴筹将收取 300 元的服务费；
当 用 户 筹 款 总 额 大 于 等 于
16.67 万元时，平台将统一收取
5000 元服务费。“在筹款服务的
基础上， 我们还将向用户提供
专人客服响应、快速审核、快速
提现、 筹款加速及推广辅导等
服务。 ”郭南洋表示。

为什么收费？

水滴筹上线五年多一直坚
持零服务费，2020 年 1 月之前
甚至替用户承担的 0.6%的支
付渠道手续费， 为什么会在
2022 年开始改变这一策略呢？

据郭南洋介绍， 水滴筹收
取的服务费主要用于筹款服务
而产生的各种成本， 包括平台
的开发和维护、 筹款顾问的薪
酬及其他运营相关的成本。 水
滴筹上线五年多时间， 水滴公
司为水滴筹承担的各种成本累
计数亿元。

既然已经承担了 5 年，为什
么水滴公司不继续承担下去？一
个重要背景是 2021 年 5 月，水
滴公司上市后，连续几个季度的
巨亏导致股价大幅下跌。

水滴 公 司招 股 书 显示 ，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净亏
损分别为 2.09 亿元、3.22 亿元
和 6.64 亿元。

水滴公司财报显示，2021
年前三个季度净亏损累计超过
16 亿元，全年净亏损较 2020 年
大幅增长已成定局。

水滴公司上市的发行价是
12 美元，3 月 10 日收盘价为
1.360 美元，跌掉了 88%。 如果
延续 2021 年的亏损势头，水滴
公司不仅股价无法上涨， 是否
能够生存下去都要打问号。

在水滴公司的主要业务板
块中， 能够带来管理费收入的
水滴互助在去年 3 月已经关
停， 水滴保的收入虽然保持增
长， 但需要投入巨额的销售和
营销费用， 水滴筹不产生收入
且需要大量投入以维持运营。

前几年， 水滴筹的页面可
以展示水滴保的保险产品广
告，吸引捐款用户购买保险，为
水滴公司带来保险销售的佣
金，用于补贴水滴筹。 但去年，
互联网保险行业迎来了一系列
严格的监管政策， 靠卖保险也
无法覆盖水滴筹的运营成本。

大病筹款的运营成本中 ，
线下筹款顾问的人力成本和费
用占大部分，为了缩减成本，去
年多家大病筹款平台都取消了
线下服务。

水滴筹相关人士表示，需要
筹款的大病患者大多数来自三
线以下城市，完全靠自己或患者
家属独立操作，筹款速度和筹款
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对于大病患
者，线下筹款顾问能够提供面对
面的服务；对于筹款平台，线下
筹款顾问起到了第一道风险拦

截的作用，核实筹款人的患病和
治疗情况，能够避免有人用假病
历发起筹款。

线下服务必须要维持，成本
又不能靠其他业务来输血，水滴
筹自己创造收入来维持平台运
营也就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影响几何？

值得一提的是， 在水滴筹
发展早期， 零服务费和筹款顾
问团队是水滴筹规模迅速扩大

并赶超同行的“利器”。
水滴筹上线之前， 互联网

大病求助平台一般收取 2%-
5%不等的服务费。 水滴筹上线
即宣布不收取服务费， 相当于
平台出资补贴筹款人。 这一举
动迅速为水滴筹赢得了大量的
用户和口碑， 最终迫使其他筹
款平台纷纷跟进， 不收服务费
成为整个行业的惯例。

但是， 零服务费让许多筹
款人和捐款人认为水滴筹是个
慈善组织， 当媒体爆出水滴筹

在医院扫楼推广、 水滴筹通过
卖保险挣钱、 水滴公司赴美上
市等消息后， 让社会大众有了
被欺骗的感觉， 引发了大量质
疑和批评之声。 同时，也对大病
救助类慈善组织产生了冲击，
引起了关于商业和公益、 效率
和成本的讨论。

水滴公司作为一家商业
公司，经营带有公益属性的大
病筹款业务，支持者认为水滴
用商业的手法做公益的事情，
是创新；批评者认为水滴打着
公益的旗号赚取商业利益，不
道德。

就这样， 水滴筹在毁誉参
半的情况下运转至今。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 水滴筹已经累
计帮助 220 多万大病患者筹集
超过 457 亿元医疗资金。

从零服务费到 3%服务费，
对于水滴筹无疑是一次很关键
的转变： 筹款人和捐款人会有
什么样的反应、 其他筹款平台
是跟进还是“以彼之道还施彼
身”、慈善领域的监管部门如何
看待？

或许是考虑到这些因素 ，
水滴筹目前只在一些城市试点
服务费。 水滴筹相关人士再三
表示， 服务费用于维持平台日
常运营和用户服务， 并不以盈
利为目的，“之所以定 3%的收
费标准也是经过反复核算，预
计能大致覆盖运营成本。 ”

不过， 按照水滴筹每年筹
集 100 亿元来计算， 每年的服
务费收入可能接近 3 亿元（因
为单个项目有最高不超过 5000
元的上限），这笔收入是不是需
要像慈善组织那样接受审计和
公众的监督？

商业公司收取服务费来维
持平台运营，原本无可厚非。 之
所以会有种种疑虑， 其原因在
于，作为新生事物，相关管理规
范不够完善。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慈善法
执法检查报告明确提出，要适时
修改慈善法： 增加网络慈善专
章，系统规范网络慈善的定义边
界、募捐办法、法律责任，明确个
人求助的条件和义务，加强平台
责任、审查甄别、信息公开、风险
提示和责任追溯。

2022 年 3 月 8 日上午 ，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向
大会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报告明
确，202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
安排审议 40 件法律案，其中包
括修改慈善法。

期待慈善法的修改能够早
日完成， 以回应互联网衍生的
新挑战， 促进互联网个人求助
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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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筹试点收取 3%的服务费
影响几何？ ■ 本报记者 王勇

近日，水滴筹试点收取服务费的消息引起关注。据了解，这一试点从 2022年 1月开始。水滴筹在个别城市试
点对单个筹款项目收取 3%的服务费（最高不超过 5000元）。 加上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 0.6%的渠道手续

费，对于筹款用户而言，实际上需要付出 3.6%的费用。
在此之前，2021 年 11 月 30 日水滴公司发布第三季度财报时还强调，水滴筹坚持零服务费模式，没有从医疗

众筹业务中获得任何收入。
水滴公司为什么会放弃从上线以来坚持的水滴筹零服务费模式， 这对水滴筹的发展乃至于整个互联网个人大

病求助行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联系了水滴筹，得到的回复是‘水滴筹收取服务费是为了维持平台日常运营和用户服务，达到可持续发展

的状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