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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AⅠ·03

42条“升级版”推动行业
自律

先来看一组数字——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已有逾500万
大病家庭通过个人大病求助互
联网服务平台发布了求助信
息，获得了超过20亿人次爱心
人士的响应。如此大的规模之

下，如何在帮助更多患病家庭
得到及时救助、渡过难关的同
时，更好地呵护公众的爱心和
信任，避免透支公众的爱心和
信任？

自律公约“升级版”共有
42条，除了规定平台应倡导求
助个人与公募慈善组织对接、
加强求助信息前置审核、搭建

求助信息公示系统、抵制造谣
炒作恶意行为、建立失信筹款
人黑名单之外，“升级版”在针
对个人求助发起人履行信息公
开义务容易不到位的问题，增
加了平台的督促义务，并在筹
款完成之后的使用环节中，增
加了对救助款打款对象的限制
来着力保证资金安全。

对于额度高、信息公示有
缺失的，尽可能打款给医疗机
构，或者采用分批拨款的方式，
尽可能保障用于医疗用途，让
赠与人和公众放心。

通过平台进行筹款的额度
一直备受关注，自律公约“升级
版”将一般的单次求助金额限
定在50万元；对于超过50万
元的，发起人应当提交具有相
关资质的医疗机构书面证明,
由平台审核并公示后发起筹款
链接；再次求助且累计筹款已
经超过50万元的，发起人应当
提交医疗花费清单。

如何确保公众的爱心支援
“用到刀刃儿上”？

自律公约“升级版”指出，
平台应当对个人大病求助项目
的收款方作出明确限定并进行
审核。收款方应当为求助人或
其监护人、近亲属、医疗机构。
对于实际筹得金额超过（含）
30万元或实际筹得金额超过
（含）5万元且信息公示不完整
的项目，平台应当积极与医疗
机构对接，将所筹款项直接拨
付于求助人所在医院的就诊账
户，或由发起人、求助人提供预
期医疗计划、医疗花费清单等

材料，经平台审核并公示后分
批打款。

平台应遵守七项“底线规
则”

如何加强风险管控？
自律公约“升级版”对“底

线规则”提出了七条具体要求
——

1.不得为有初步证据证明
提交虚假材料的发起人筹款，
不得诱导、误导发起人发布与
事实不符的信息或诱导、误导
发起人故意隐瞒家庭经济情
况。

2.不得对发起人违背公序
良俗的个人求助事项筹款。

3.平台工作人员协助发起
人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信息时，
应当与求助人及其家属充分沟
通；对确有实际困难、有医疗费
用缺口的方可发起筹款。

4.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伪
造、私自使用公司印鉴；不得伪
造公司、用户、合作方及其他第
三方的文件资料或签字。

5.不得以权谋私。包括不
得非法占用公司资源或泄露用
户信息；不得接受回扣、索要佣
金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好处；不
得利用职务便利或其他条件为
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等。

6.不得对用户做出污言秽
语、人身攻击等造成严重后果
的行为。

7.不得在对外活动中使用
“志愿者”等称谓。

完善投诉、举报机制,方便
社会各界共同监督

为不辜负每一份爱心，自
律公约“升级版”规定明确了多
种“呵护”举措——

比如，要求平台应对社会
公众进行风险提示，在求助页
面显著位置公开收费项目、标
准和方式（包括平台服务费）、
各方权责利、义务和责任等信
息，做好风险提示，特别是对发
起人发起求助前就进行诚信义
务的提示，要求作出守信承诺，
并且明确告知公众个人大病求
助信息不属于慈善募捐信息，
真实性由发起人负责。

此外，自律公约“升级版”
对平台接受投诉、举报进行了
完善。平台接到有效举报后，
应当在24小时内与相关方沟
通核实情况。

如经查实求助人、发起人
发布的信息虚假或所筹款项未
用于治疗或指定目的的，赠与
人有权撤销赠与行为。

如果个人求助筹款完成
后，所筹款项用于大病治疗后
仍有剩余，该怎么办？

自律公约“升级版”明确规
定：“如发起人、求助人有明确
退款意愿的，平台按剩余款项
的比例退还赠与人。平台在
与发起人的协议中，应当明确
约定：如有剩余款项，则应在
项目页面的显著位置提示赠
与人，该剩余款项将捐赠给具
有同类大病救助项目的慈善
组织。”

生大病网上筹款 单次不超过50万
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升级自律公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刘则君 文图

8月18日，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360大病筹四家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简称平台）在北京联合签
署《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2.0版）》，自
律公约“升级版”即日起施行，旨在进一步加强平台自律管
理、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以及促进大病
救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

对个人求助进行“实名认证”，首次提出平台应遵守七
项“底线规则”……记者从现场获悉，今后，不仅发起大病
筹款对造谣、炒作、制造“悲情戏”等行为坚决抵制，还将建
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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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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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寻亲公告

●男，20多岁，在郑

州东三环流浪乞讨

时，被热心群众护

送至我中心接受救

助。该人员疑似精

神病患者，无法正常

交流。望其亲属或知情者，请速

与我中心联系，0371-55157893
河南省救助管理事务中心

●寻亲公告无名男约

30多岁智障2020年
8月15日该人在郑

东新区农业路与天

泽街路边躺着郑东新区救助

站将人护送来站有知情者自

登报30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

理站联系电话0371-68953510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消防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商

●许昌纸箱厂6千平寻合作

13213367666部分厂房出租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写字间、商铺招

租13598890572、13513805862

公告

●渑池县鑫星牧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41122112000
4298)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声明

●河南渡人能源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91411424MA9F8AGX
XN遗失，声明作废。

●渑池县鑫星牧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41122112000
4298)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王秦萱(女,出生时间为2017
年4月29日17时31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Q41
1390327）丢失，声明作废。
●安诚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官庄工区营业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1300MA3X
48FYXM)已注销，特此声明。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
所王伟锋2020年8月17日丢

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41012
00710204072，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金山棉业批发

部(代码92411023MA40LEQN01)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希雅图幼儿园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遗失，教民141010560000541
号，声明作废。

●夏邑县富海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426MA46GED831）、
公章（印章编码41142600163
21）均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滨河时静果蔬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0M
A46A8NL45遗失,声明作废。
●盛大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91410000MA3XEMA
101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万得凯植物开发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20020
02667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魏都区七里店办事处五郎庙

棚户改造指挥部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L5030000116201）
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长葛市茂春饮品店

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92411082MA45BYY08E)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

公司周口营业所因不慎将编

号为“zz1906813、zz1906874、
zz1907039、zz1907107、zz19
07108、zz1907142、zz1907159、
zz1907175、zz1907183、zz19
07184、zz1907185、zz1907198、
zz1929603、zz1929600、zz19
29503、zz19529431、zz1929448、
zz1929449、zz1929456、
zz1929441，1808484、18
08618、1808626，冷饮设备领

料单遗失，特此声明。

●高晨潇（女，出生时间为2011
年8月9日11时16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L4104
61341）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登阳服装店营

业执照（注册号410105601275
696）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财税所

法人章(法人陈永刚)丢失作废。

●内乡县海洋能源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河南多兰多新能源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晗睿（2016年7月16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P411695732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和鑫源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公章遗失，编码 4101034
990833声明作废。

●李世顶遗失祈福商都房款收

据，收据号0108386金额为

307084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1887121，姓名

为费嘉艺，出生日期为2013
年5月11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新密市平安路豫翁炒鸡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83MA486
DAW5X声明作废。

●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开
户行:中国银行登封市支行,
核准号 J4910003292301,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下峪镇中心学校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3800
0126602,开户银行:洛宁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峪信用社,
账号8662006659012,声明作废。

●河南添斯美企业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北京华品博睿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01
1001800204,发票号码:78232
536,金额:9600元,声明作废。

●怀小方，洛阳师范学院毕业证

书遗失，编号10482120190500
7272，声明作废。

● 声明
我司不慎丢失合格证 1张，车

架号：LRDV6PEC6LT065461，
印刷号：No.D0412125。合格

证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聚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8日
●栾川县长丰铁选厂遗失公章

（4103240002076）、财务章

（4103240002077）、合同章

（4103240002078），声明作废。

●洛阳鼎通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河南家与良田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91410102
MA9EYAN48X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