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19, 5(1), 9-13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19.51002

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Rights in Network Public Welfare
Crowdfunding
Zhijie Lu, Shaohua Wu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Law,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th

nd

st

Received: Feb. 8 , 2019; accepted: Feb. 22 , 2019; published: Mar. 1 , 2019

Abstract
While helping the beneficiaries, the network public welfare crowdfunding also cultivates and develops the civic responsibility of investors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welfare capital of
equality, fraternity, mutual benefit and trust. As a new type of public welfare model, network public welfare crowdfunding provides investors with a platform for role transformation, but has not
changed its weak position. Now,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 rights
in law, system, awareness of rights and remedies. This article will take investo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omprehensively use legal means and institutional means to build a complete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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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公益众筹在帮助受益人同时，也培育和发展了投资者的公民责任，促进了平等、博爱、互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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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公益资本的形成。作为一种新型的公益模式，网络公益众筹虽为投资者提供了角色转换的平台，
但并没有改变其弱势地位。现阶段，投资者权利保护在法律、制度、维权意识、救济途径上存在诸多不
足。本文将以投资者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和制度手段，为其构建完整的权利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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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网络公益众筹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公益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方向，进一步发挥了社会
公益价值。与传统公益活动相比，网络公益众筹具有提升投资者社会责任、彰显其个人价值的特殊公益
理念，投资者在公益众筹项目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学界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研究基本处于空
白状态。而对法律和制度不明晰、投资者维权意识淡薄、救济途径匮乏等诸多现实问题，笔者以投资者
为切入点，对权利保护现状进行审视与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2. 网络公益众筹投资者
一) 投资者角色发生转型
传统公益活动的价值往往在于实现公益项目本身，却忽视了投资者的参与感、获得感，因此难以实
现再投资。传统公益因信息传播能力有限，筹资渠道单一等问题，信息接受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很难得
到投资者的广泛支持。为完成筹资目标，大多数发起者往往求助于少数富人，长此以往公益常常变成了
富人的“专利”，打击了公众参与公益的信心。
网络公益众筹的发展拓宽了新的公益筹资渠道、开创新的公益理念、降低了公益参与门槛，提高了
公众参与性，使得公益参与“平民化”。投资者成为主动关注社会公益项目信息，成为自由投资参与公
益的主导者。借由网络形式建立起的公益众筹模式已经将公益事业的重点偏向于网络的参与人。公益项
目发起人通过对项目的介绍和包装，吸引网民关注，让处于网络终端的网民可以投资心仪的项目。不难
发现，网络公益众筹的公益理念已经跳出了传统公益中仅强调公益项目本身的藩篱，而更加关注投资者
的利益和选择[1]。
由此可见，投资者已经由被动接受信息转型为主动关注并选择性参与公益项目。因此与传统公益活
动相比，网络公益众筹应更加关注投资者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二) 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
首先，在法律与制度方面，无论是《慈善法》还是《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除了对公益众筹平台的权利与义务，发起人资质、行为规范有所规定之外，对于投资者这一主体并未明
确指出其具有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网络公益平台作为公益项目进行的桥梁，对于分散并且数量巨大的投资者来说，处于一个强
势地位。一方面，笔者发现大多数平台并未开放供投资者直接了解项目进程的渠道，即使权利遭到侵害
投资者也不知情。另一方面，在整个公益众筹项目的运作中，平台既是规则的制定者，通过与各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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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格式合同规定项目的发布、投资的路径；又是进程的把握者，控制每一环节以及信息动态。
最后，投资者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一方面，现有的救济途径或是缺乏或是间接，具有延迟性，导
致投资者在权利受损时不能及时得到救助；另一方面，救济手段缺乏强制执行力，原因在于维权成本大
多高于投资成本，投资者一般不愿意通过司法手段进行维权。
由此可见，投资者在整个公益众筹项目运作中处于最薄弱的环节，在公益众筹中处于弱势地位，网
络公益众筹应更加关注投资者权利行使和保护。

3. 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现状审视与思考
现有的投资者权利保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投资者和发起人、平台之间建立的各种法律关
系，通常是以合同的形式明确投资者的权利内容和保障方法；另一方面是由行政主管部门对网络公益众
筹的监管，在确保平台良性运作的同时，督促各方主体实现投资者权利。
一) 法律、制度不完善
现阶段，由于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对等，“意思自治”指导下的投资者与平台之间的社会关系往往
因缺乏法律保护而失去平衡；行政监管也因欠缺制度保障而收效甚微。例如，在知情权、监督权的行使
上，虽部分平台设立信息公开栏，却未见发起人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平台对此也无强制性要求，从而导
致投资者无法掌握资金使用与流动情况，加大了监管的难度[2]。在诈捐、欺诈等违法、违约问题上，现
行制度也未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救济渠道。目前只有在舆论的压力下，公开部分发起人实际情况后，发
起人才进行道歉与退款，仍未出现公益众筹相关的诉讼案件。由此，公益众筹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降低了投资者权利实现的可能性。
二) 投资者自身维权意识较淡薄
一方面，绝大多数投资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作为“投资者”的身份参与公益众筹。实际上，许多投
资者把参与公益当作一次性行为，因此极少数人会主动获取后续的信息，维权意识更无从谈起；另一方
面，即便有维权意识，但是鉴于投资者的投资钱款数额较小，并且维权途径较为复杂，花费的人力、财
力、精力等成本已经大大超过了投资数额，成本与受益不成正比。所以即使有诈捐等事件的发生，投资
者往往会选择放弃维权，长此以往，投资者的维权意识自然淡薄。与此同时，发起人利用每位投资者在
短时间内大量聚集钱款，一旦使用不当，将打击投资者信心，不利于整个公益事业的良性发展。
三) 缺乏有效的救济路径
第一，从平台上来说，笔者通过浏览国内七家知名公益众筹平台官网，发现大多数并未有明确、直
接的投资者权利保护救济渠道，甚至有的平台就没有设置相应的板块。一般而言，投资者不会直接进行
法律诉讼程序，而先向平台求助，一旦平台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那么会降低绝大多数投资者进一步维
权的信心。
第二，从整个行业来看，平台居于主导地位，是主要制度的制定者。但是行业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规
制平台的运行，缺乏行业协会的管理。尤其当面对投资者分散且数量较多的情况，行业协会可以代表广
大投资者提起公益诉讼，但据笔者了解，我国并未建立统一的公益众筹行业协会。
第三，从政府部门尤其是民政部门来说，《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明
确各级民政部门依法对慈善组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平台发
布公开募捐信息、开展公开募捐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慈善组织有违法违规情形的，由批准其登记的民
政部门依法查处。但无论是《慈善法》还是《办法》中对于个人求助都排除在公开募捐的范围之外，若
投资者想向个人发起的项目进行维权，就会发现并无明文规定政府部门应当怎样作为。另一方面，凭借
互联网传播大多数项目涉及的范围跨度较大，投资者即便在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救济途径，但由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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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上的差距，相关部门的对接等问题，使得投资者的权利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4. 投资者权利保护体系
一) 完善法律保护
鉴于现阶段网络公益众筹发展尚未成熟，完善法律保护应当在已有问题和研究的基础上，先确立投
资者权利，明确责任主体；再逐步探索构建系统的法律体系。
在投资者权利方面，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受赠人每年度
要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以及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
理情况，但公益众筹属于新生事物，具有一定特殊性，笔者类比《公益事业捐赠法》，认为投资者应当
享有以下权利：1) 知情、监督权：对公益项目信息、项目进展、资金流向、资金使用、尾款处理等公益
众筹基本信息；2) 回报请求权：对项目成功后，请求获得约定回报；3) 退款请求权：项目失败筹资失败
或在约定期限内的要求退还支持资金；4) 救济权：在出现欺诈等相关违法、违约情况侵犯其权利时，有
便利的救济渠道实现救济权利。
在责任主体方面，首先我们应当重视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价值，将政府救济作为最终的、最有力的
保护方式，并极力推动政府成为其他主体履行保护责任的监管者；其次要明确平台责任。平台作为公益
众筹的发布者，承载着众多投资者的信任且具有大量的信息资源，能在构建权利保护渠道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最后，发起人往往作为违约、侵权的责任人，根据责任相对性原理，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面
对投资者对发起人追责难的现状，我们既需要在事件发生前通过实时的监管机制把控项目的进展，避
免侵权行为的发生，也需要在事故发生后防止事态扩大，并开通有效的救济渠道，使主体责任的追究
更便捷。
二) 构建制度保障
笔者认为应当通过项目审核制度、监管制度、资金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为投资者权利构建完整
的保障体系。
项目审核上应当破解形式审查的困境。鉴于项目众多，平台管理审查能力有限的情况，可以先对参
与人数多，资金额度高，社会影响大的公益项目，引入实质性审查，构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相结合的
综合审查体系。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在已有审查的基础上，引入公益性审查、可行性审查、发起人资质审
查，优化公益项目质量；并将具体审查方式和审查结果及时公布，提高项目审查透明性。
监管制度上既要做好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外部监管，把控平台准入和平台运作；又要做好平台的内部
监管，建立完整的自我管理规范，确立责任制。鉴于社会上还没有统一公益众筹行业组织，笔者认为应
当建立行业协会，将其作为沟通政府和行业的桥梁，明确其职能属性、发挥其作用价值。另外，政府和
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实时的监管机制，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每个环节的运行效率[3]。
资金管理制度上要求对众筹资金的流向、资金的使用、尾款处理等重点问题进行规范。一方面要实
时公开资金管理情况，提供更加便捷的监督渠道；另一方面，建立完善资金池制度，充分利用好第三方
托管机构，实现资金的有效管理和利用，避免“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法律风险。此
外，在尾款处理方面，最好能通过立法规定或双方协定事先予以明确，以期能充分发挥每笔善款的公
益价值[4]。
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成为对接权利和相应救济渠道的“桥梁”。政府主管部门需要设立具体的标准和
严格的规范，保证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及时性、有效性，在公益项目的每个阶段，严格遵守“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此外，笔者建议引入区块链技术，利用该技术数据公开透明和不可篡改的特性，破解
信息公开难题，让项目更加可信、可控，更好地保障投资者的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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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我国网络公益众筹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投资者权利保护上，需要顺着其发展路径，关注到每个发展
阶段的不同特性。实际中，我们不仅要从微观着眼探析现有保护模式的突出问题，更要从宏观着手构建
完善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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