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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收到互助平台退款

网络互助至今已走过近十个年
头。业内公认的国内首家网络互助
平台“抗癌公社”(后改名为“康爱公
社”)于2011年正式上线，2014年开
始组建团队专门运营。2016 年网
络互助行业迎来爆发期，众多玩家
涌入这一领域。直到 2018 年 10
月，蚂蚁金服与信美相互联合推出

“相互保”(后更名为“相互宝”)，巨
头的加入使网络互助平台一时间风
头无二，2019年以来，苏宁、360、美
团、百度、新浪等互联网巨头也先后
入场，网络互助平台成为了互联网
巨头的标配。

“最开始我以为是搞错了！”市民
陈小姐告诉记者，今年3月26日和
29日，她相继收到两笔共计10元的

“轻松互助”退款，退款商户是“北京
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陈小姐
大概是在一年多前无意中在网上接
触到轻松筹，每个月只需交纳几元
钱，就可获得数十万的重疾保障。陈
小姐本身有职工医保，她觉得用这么
少的钱再多一层保障，也很划算。更
重要的是，参加这种互助筹款只需网
上操作，每个月平台会按时扣除几元
钱，没有门槛，很方便。

“轻松互助”关停发声明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从去年年
底开始，不少网友纷纷收到各种互助
平台的退款。其中轻松互助发的声
明中表示：“轻松互助”与“轻松筹”分
别为轻松集团独立运营表的两个平
台，轻松互助关停后，对于关停前符
合互助条件的会员，平台将核定合理
的互助金额进行最后一次均摊，此次
均摊后的用户余额将退款至用户的
微信钱包，同时所有会员健康服务权
益继续保留。对于2021年3月31日
前不幸确诊大病并在此之前提交救
助申请的会员，轻松互助将继续提供
合理的互助金妥善救助。

2020年 9月，启动首例分摊后
2个月，运营不满1年的百度灯火互
助宣布关停。背靠百度引流，运营
1年参与人数却不足50万，灯火互
助的关停折射出互助行业过于激烈
的竞争环境。今年1月以来，美团
互助、轻松互助、水滴互助这三大

“第二梯队”互助平台相继宣布关
停。记者还了解到，第一大网络互
助平台相互宝内部正在商讨整改方
案，不排除未来有关停的可能性。
此前，蚂蚁集团在筹备上市之际已
将相互宝业务进行剥离。

网络互助平台关停潮来袭？

业内人士直言，各大网络互助
平台关停背后，折射出互助行业已
面临行业性经营压力。同时，在监
管部门关注下，互助行业的合规风
险激增。因此，此时关停互助平台，
也是对广大参与者的一种保护。

网络互助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
展，参与人数增长开始放缓，有些平
台活跃参与人数明显下降、分摊金
上升，行业自发调整优化的压力较
大。同时，较为成熟的网络互助平
台已通过相关主体拿到保险中介牌
照，开始发展保险产品服务，能较好
满足参与人的风险保障需求。因
此，网络互助平台对参与人和平台
自身的重要性都在下降。

除了经营压力，网络互助平台
也不得不直面日益激增的合规风
险。网络互助设计上与商业保险越
发相似，而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
融监管。因此，网络互助难以回避
合规成本和环境风险。当前，多家
网络互助平台关停，应是从自身长
期利益考虑。

网络互助的加入费用和准入门
槛远低于传统商业保险，对无力投
保商业健康险、大病保障水平较低
的低收入群体很有吸引力。许多本

身患有疾病的人群大量加入互助计
划，但这也使得整体出险率大幅增
加。为应对水涨船高的运营成本，
平台一面收紧赔付的审核机制，一
面提高向会员定期收取的分摊金
额。这导致一些健康会员因体验不
佳不断退出，形成恶性循环。此外，
夸大宣传、信息不透明是众多网络
互助平台普遍存在的问题。

警惕“类保险”非正规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市
民把这类“平台互助”看成另外一种

“小投资大收益”保险，认为和动辄
每年几千上万的商业保险相比，“轻
松互助”这类网络互助方式是医保
的最佳补充。而记者在对这类互助
平台关停一事采访本地及北京的保
险业人士时，对方均表示“不方便多
说”，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这种互助
不是保险。

“它本身就非保险！”记者通过
几番周折，采访到我市某大型保险
公司某资深业务主管。该主管表
示，互助保险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保
险制度，只能说是一种自发的非保
证性的众凑互助平台。这种互助平
台在才开始的时候效果很好，但是
随着疲劳期和负面影响，效果越来
越差。互助保险对捐款方没有任何
约束能力，而且捐款用途缺乏透明
度。另外互助保险解决问题的程度
没有确定性，有可能事倍功半。

该主管表示，保险制度不一
样，有法律和保险合同的约束，能
够有相当的确定性。要想真正的
解决大病费用问题还是要靠社保
和商业医疗保险的结合，国家应该
在大病医疗费用方面有更多的利
好政策出台。

网络互助现关停潮 身份危机或盈利难？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陈瑜

有业内人士表示，尽管
众多企业设立网络互助的
初心并不是公益，其最终目
的仍是为了切入商业保险
盈利，但网络互助的存在的
确在倒逼传统医疗健康等
相关保险产品改革、提高性
价比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尤其对于一些本身无
力购买高额商业保险的低
收入人群来说，用小小的互
助金来博取一个更高性价
比的医疗保障，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因病致贫、返贫等社
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
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向楠也表示，网络互助
的基本模式也有保险的很
多性质，而优化经营必然更
多采用商保险的经营技术，
所以网络互助在当前和今
后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
管，有资本和合规成本。网
络互助更吸引有公益心的、
年轻的这些优质客户，领先
的网络互助平台还有多种
基于数字科技的风控手段，
所以是有商业价值和社会
贡献的。互助平台持续发
展可注意更多采用商业保
险成熟的经营设计以及新
的数字技术。

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建
议，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
会监管框架内，加快网络互
助行业立法。在立法条件
成熟前，可在银保监会指导
下先由行业协会牵头构建
行业统一规则，组建行业组
织，规范经营行为，补齐制
度短板。对于网络互助的
生存之道，有专家呼吁平台
自身坚持差异化路线，例如
继续以提前定额给付的模
式与报销型产品区别开来，
或许就能以错位竞争的优
势得以长期存在。

4 月 16 日，银保监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银保监
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肖远企
对于最近的网络互助关停
潮作出回应。

肖远企表示，对于网络
互助，要从两方面来看，一
方面要看正面作用，一方面
也要看到潜在的风险。他
指出，如果是互助慈善就归
慈善，但是如果超出这个形
式，打着互助的旗号从事金
融业务、从事保险业务，这
就偏离了互助本身的范畴。

“网络互助业务一定要
规范。”肖远企称，开展保
险等实质金融业务，必须要
取得金融牌照，让所有金融
活动都纳入监管，必须做到

“有证驾驶”。

都说众人拾柴
火焰高！通过网
络，每人每月象征
性出一点钱作为互
助金汇入资金池，
会员一旦生病遇
难，就可申请获得
一定数额救助，资
金由全体会员分
摊。网络互助曾因
加入门槛低等便利
性而一度备受追
捧，在最初几年会
员激增、流量大涨
的风光褪去之后，
野蛮生长的网络互
助暴露的种种问题
包括虚假筹款等终
于惹得监管侧目并
频频发声。此前，
百度灯火互助、美
团互助、轻松互助、
水滴等网络互助平
台此前已相继宣布
关停，悟空互助近
日也宣布将于4月
30日关停，一场网
络互助“关停潮”正
在袭来。

4 月 16 日，中
国银保监会召开新
闻发布会，在谈及
网络互助关停潮
时，银保监会副主
席肖远企明确表
示，网络互助需规
范，从事金融活动
应“持证上岗”。

纵深

网络互助
业务需规范

● 2019 年 ，我
国网络互助平台的
实 际 参 与 人 数 为
1.5 亿人，约占全国
人口的 1/10。相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0 年 5 月 底 ，我
国已有大约 3.3 亿
人 参 加 了 网 络 互
助，累计互助金规
模约92.39亿元。

●据 了 解 ，即
使 互 助 平 台 收 取
6%~8%的管理费，
也难以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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