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频频“躺枪”的公益机构

广州市满天星青少年公益
发展中心（简称“满天星公益”）
是一家专注于推广乡村儿童阅
读的机构。

去年 11 月，满天星公益的
公众号后台不时收到用户发来

“完成”的消息，一款名为“乐善
APP”的软件成为用户投诉的对
象。 用户称，通过微信群、钉钉
群、QQ 群的个人和团体进入
群聊后，被要求下载该款软件，
通过“做单提现”“公益竞猜”等
方式参与活动， 既可做公益又
能获得收益。

根据该机构提供的后台信
息截图显示， 用户通过乐善
APP 做单， 第一步需要在公众
号搜索“公益慈善项目联盟”点
赞或关注；第二步，做好任务后
把截图私信发给接待员并备注
第几单；第三步在群里回复“完
成”。 连续做完 19 至 20 单任务
后，将截图发至接待员领取 8.8
元报酬。

在多次完成这一任务后，
诈骗手法升级： 要求用户在一
个名为“腾讯公益单” 的项目
中，投资提现“参与公益”。 不少
用户在前期做完任务后， 继续
参与后期公益“投资”，但随着
金额累计增大， 会出现提现失
败的情况。 用户因此成为诈骗
受害者。

满天星公益创始人梁海
光表示，参与者在活动中更多
还是看到了投入回报， 以逐
利的心态在参与活动， 用户
认为在做公益的同时还能挣
钱，一举多得。“骗子正是利
用了公众的这种心态， 以公
益之名吸引人们奉献善心善
意，让其放松警惕，先投钱再
挣钱给公众以期许，两者结合
完成骗局。 ”

机构遭遇诈骗后， 满天星
公益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阐述
机构立场撇清与诈骗活动关
系， 通过后台留言互动来给用
户解释。 由于用户参与活动的
捐赠并非进入机构账户， 而是
进入“乐善 APP”，机构并不承
担退款义务。 但在满天星公益

的后台， 被骗公众的询问纷至
沓来，给机构带来巨大回复量，
耗费大量人力。

“声明发出后，后台留言确
实少了许多， 但机构声誉已经
受到破坏， 一些被骗群众财务
损失有的高达数十万元， 这令
我们公益从业者不免感到遗
憾。 ”梁海光说，“由于机构品牌
被冒用使得声誉产生影响，并
未有实质性资金受损， 报警后
暂未获得立案。 ”

为何公益之名总被冒用

冒用“公益”之名实施诈骗
的网络骗局， 已成为不法分子
手中一张频频打出的“王牌”。

4 月 25 日， 中国医学听力
发展基金会发布声明称， 有不
法分子冒用该基金会名义，通
过淘宝网站及其他互联网平台
等渠道， 假借该基金会公益项
目筹款二维码实施诈骗。 声明
称， 该基金会从未与任何单位
或个人合作， 从未开展任何形
式的“捐赠返利”“做任务返现”
等活动。

稍早前， 国家乡村振兴局
在其官网也发布了一则公告。
公告称，发现有不法分子以“乡
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办公室”
名义，印发所谓的《共同富裕专
项补助资金拨付实施方案》，建
立有关微信群或下载 APP，分

类型要求支付不同金额并领取
红利的活动。 经与相关部门核
实，明确无“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战略办公室”，所谓“实施方案”
为造假， 其经营方式具有明显
诈骗特征。

记者发现， 这些 APP 的返
现诈骗套路基本一致， 即要求
公众以捐钱做任务的方式进
行， 公众在前几次尝试小额捐
款后获得了一定回报， 让大家
显得有利可图。 之后，骗子会再
要求用户持续加大投入以获取
更多回报。 这与商业诈骗手法
相差无几。

梁海光说， 不法分子蹭上
社会组织、 以公益之名进行诈
骗。 诈骗分子对于“合作机构”
选择也有讲究， 因为用公益机
构的名头相对成本较低。“如果
冒用公、检、法等权力部门之名
开展诈骗活动，行骗成本较高。
公、检、法部门本身就具有强烈
的反制追诉能力， 但公益机构
相对来说就显得弱势， 维权能
力一般。 ”

据了解，满天星公益被不
法分子“盯上”后，该机构后台
收到很多“完成” 字样的留
言。 事后证明，用户在关注假
冒公益机构行骗 APP 后，通
过给机构留言“完成”，即能
获得相应金额的回报。 但一
些公众在多次做任务、“捐赠”
大额资金后，最终会遭遇提现
失败而被骗。

舆情面前如何“转危为机”

在察觉到被不法分子冒用
身份实施诈骗后， 满天星公益
立刻发布声明， 在一定程度上
打消了公众疑虑。 机构在声明
中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正视听，
也取得一定效果。 不过，公益机
构在遭遇身份被冒用等舆情危
机时，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除了
发布声明外还能做什么？

师曾志表示， 第一步应发
布声明， 这也是必须要做的工
作。 机构需要阐述自己的立场，
辨明是非，更需要积极检讨，不
断反思工作方式方法， 避免被
再次被不法分子利用。 第二步，
应该将“危”转为“机”。 社会组
织应该及时在舆论的批评声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利用危机把
自身项目做得更好。“积极利用
事件曝光度， 让公众知道社会
组织的行动和项目意义， 从而
获得更多支持。 不要深陷舆论
中，与其与人争论好坏对错，不
如身体力行面向未来。 ”

据师曾志观察， 一些公益
机构在接受舆情大考之后，反
而正向的知名度上升， 这是机
构一直坚持开展的扎实项目起
到了作用。“面对巨大舆情，考
验的还是机构项目的内容和质
量。 公益机构应该有承受舆情
的勇气和担当， 舆情存在本身

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 更困难
和具有挑战的事情都会碰到，
面对舆情更应该具有定力。 ”

有观点指出，在传播学中，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是传
播的两种模式。 前者以陌生人
为主，后者以熟人为主。 相对于
陌生人， 熟人骗取信任更容易
让人中招， 社会组织从业者在
交友或业务合作时应该擦亮眼
睛，仔细甄辨，可以避免一些不
必要的麻烦。

“过去公益慈善不像现在
这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公众
对公益慈善的认知较浅。 而正
是公益的破圈传播效应， 让公
益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也让其
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 冒用公
益机构信息从事非法活动。 ”师
曾志说。

传播破圈需要共同维权

科技发展带来传播革命，
互联网快速推动新事物发展，
一些反诈 APP、 反诈公益主播
成为反诈路上的急先锋。 社会
组织也可以利用法律武器来捍
卫机构的品牌权益， 用法律为
机构维权。

2021 年 6 月 17 日，公安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
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举措成效。据公安部刑事侦查
局副局长姜国利介绍，公安部推
出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和宣传
手册，努力为人民群众构筑一道
防诈反诈的“防火墙”。 目前，国
家反诈中心 APP 全国注册用户
已超过 6500万， 已向用户发送
预警 2300万次， 接受群众举报
涉诈线索 65万条， 在防范诈骗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师曾志表示，技术的提升可
以阻挡、规避、修正一些不良社
会现象，但技术的进步不能解决
所有社会问题，技术与社会舆情
只会形成水涨船高的趋势。

“社会组织应该在反诈方
面作出联合研究倡导， 进而平
摊成本、提高效率。 我们不能单
靠一两个组织维权， 这种维权
成本太高， 而是应该协同开展
政策梳理、培训业务等活动，共
同铸就反诈联盟。 ”师曾志说。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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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公益”之名行诈骗之实
公益机构“躺枪”舆情该如何化解？

� � 近段时间，中国慈善联合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广州市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等多家社会组织发布声明
称，自家机构信息遭遇不法分子冒用。不法分子打着公益旗号，以‘捐赠返利’‘做任务返现’等名义邀约公众参与

刷单等活动，但随着投入金额逐渐增大，返现承诺并未兑现，导致不少人因此产生损失。
假借公益之名行骗屡见不鲜，且手法花样不断翻新，受骗群众众多。这给社会组织品牌、机构公信力、行业发展带来一

定损害。 公益机构为何会频频躺枪？ 此类危机该如何解决？ 除了发布声明还有哪些办法？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传播

与资源动员中心主任师曾志表示，公益机构信息被冒用是公益破圈传播的结果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