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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新闻

慈善组织实施慈善信托 多项细则需明确
■ 本报记者 皮磊

“阿拉善 SEE 愿意继续尝试
慈善信托的各种模式， 之所以这
么重视慈善信托领域的尝试，是
因为我们认为慈善信托作为慈善
领域的新生力量， 未来必将得到
大发展， 慈善信托将给慈善领域
带来多种可能性。 ”

2016年 12月 28日， 北京市
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即阿拉善
SEE）发布了阿拉善 SEE作为单受
托人的慈善信托，这是自 2016 年
9月《慈善法》正式施行后，中国首
例慈善组织作为单受托人的慈善
信托。 对此，有专家表示，慈善信

托今后将迎来蓬勃发展。 但也有
专家表示， 就目前来看慈善信托
还属于新生事物， 公众包括慈善
组织在内， 对于慈善信托的认识
尚不全面，甚至还有一些陌生。

在此背景下，2017 年 1 月 5
日，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联合北
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
邀请公益领域专家、 基金会代表
以及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处负
责人等，围绕“慈善组织如何参与
实施慈善信托” 这一主题进行了
探讨。 专家的观点或许对我们能
有一定启发。

据王丹介绍，信托制度发源
于欧美，从英美法系传入中国，
在中国本土如何适用， 的确需
要一段发展适应的时间。 中国
的信托制度是从 2001 年信托法
颁布实施的时候引进的， 信托
法以及慈善法将公益（慈善）信
托纳入体系。

在她看来，中国本土信托可
以分成三大类：民事信托、营业
信托、公益（慈善）信托。 很多人
对信托的认知和理解集中在营
业信托， 认为信托是一个理财
产品。 信托法虽然对公益信托
有专章规定， 但实际上一直处
于沉寂状态。 这一次慈善法又
规定了慈善信托， 在某种程度
上激活了信托制度在公益领域
的应用。

“只有对慈善信托有清晰的
认识， 才能保证基金会在参与
慈善信托时做到合法合规，同

时又有自己的特色。 ” 王丹谈
道，“从受托人的角度来说，基
金会在参与慈善信托时， 首先
要清楚， 慈善信托并不属于基
金会的捐赠收入， 而是表外财
产。 同时也要明确慈善信托不
是基金会的资产配置方式，不
是面向信托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的概念。 ”

对于愿意支持公益事业发
展的人群来说， 慈善信托其实
是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一
种途径， 其和成立基金会是并
行的方式， 信托本意是基于信
任而产生的一种关系， 相比于
基金会其最大的优势就是简
洁、 灵活。 在目前的捐赠体系
里， 公众进行现金捐赠的税费
抵扣非常顺畅， 而慈善信托的
免税政策还未明确， 因此王丹
并不提倡和鼓励人人慈善信
托，“激活高净值人群的意愿，

以家族信托为核心，鼓励其向中
国慈善领域注资，这一领域信托
公司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也
代表了一个方向。 ”

“对于慈善组织作为慈善
信托的受托人， 我真正关注的
以及未来最大的增长点， 是以
不动产、 股权有价证券以及著
作权等无形资产在内的非现金
资产。 因为在捐赠领域，我国现
有法律体系中明确规定， 对于
股权、 不动产等非现金财产捐
赠视同为交易， 目前在这个领
域，税费体系很难突破。而在信
托制度中， 由于财产所有权并
非全部转移给受托人， 因此不
应当简单视为交易。 在税收法
定原则下， 未来法律规范如能
在慈善信托中对非现金资产有
所关照， 必将极大地引导更多
元化的资产进入中国公益慈善
领域。 ”王丹表示。

金锦萍表示， 尽管目前有基
金会、社团、社会服务机构这三种
组织形式， 但在慈善领域激活信
托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信托之
所以受大家欢迎， 就是因为信托
机制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和弹性。
研究信托的人常常会说， 信托有
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委托人意
愿想到哪里， 信托就能把他带到
哪里。因此，社会对于信托的期待
其实是特别高的。 我们希望这种
机制能够激活大量社会资源，并
让这些资源进入慈善领域。 ”

金锦萍认为，与基金会相比，
慈善信托存在如下优势：第一，设
立基金会的门槛比较高， 且对资
金有强制性要求， 而设立慈善信
托是没有门槛的， 对于多少资金
才能设立慈善信托法律上并没有
强制规定；第二，基金会运行成本
很高，如果采用信托机制，唯一的
费用体现在支付给受托人的报酬
方面；第三，基金会的财产处置方
面面临诸多限制， 比如关于投资
方面，《慈善法》 中已有三条原则
性的限制， 今后还会出台专门关
于基金会保值增值方面的规定，
但对慈善信托而言， 目前在这方
面尚无任何规定。

“慈善信托能够在慈善法中
立足，经历了很艰辛的过程，在草
案讨论过程中几次被拿下又放进
去， 甚至有一次被归到慈善主体
财产问题里面。在我看来，信托不
是基金会或者慈善组织增值保值
的工具， 而是和慈善组织并行的
慈善途径。 ”金锦萍谈道。

不过，金锦萍也指出，目前的
问题在于话语体系中有两个词
汇，公益信托和慈善信托。“慈善
法中提到， 本法所称慈善信托属
于公益信托， 是指委托人以基于
慈善目的， 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
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
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
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这是一
个描述性的规定， 这个规定没有
把慈善信托看成是实体， 而是看
成了一个行为，有委托人，有受托
人。 慈善信托更多讲的是受益对

象是什么、 公益项目的范围是什
么。在这样的表述里面，最引起我
注意的是第一句话， 慈善信托属
于公益信托， 并没有替代公益信
托，公益信托是它上位概念，它是
公益信托下面的一个分支。 ”

在金锦萍看来， 如果要推动
制度向前发展， 首先要理清公益
信托和慈善信托的关系。 她认为
慈善信托并没有替代公益信托，
如果以后明确了公益事业主管部
门，公益信托还是有望设立的。而
公益信托的优势在于， 受托人不
像慈善信托那么狭隘， 每一个个
体都有可能成为公益信托的受托
人。

“法律的缺失是导致公益信
托未能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之
一， 信托法明确规定要设立公益
信托必须经公益事业主管部门的
批准， 但并未明确哪些部门是公
益事业的主管部门。另外，虽然法
律中规定了公益信托的税收优惠
政策， 但由于信托税制没有构建
起来， 导致这个税收优惠政策起
不到实质鼓励作用。第三，中国引
入信托机制是从商业领域开始应
用的， 导致大多数人都认为信托
就是理财工具， 这就导致对于信
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大量集中在
商业领域， 公众对信托十分陌
生。 ”金锦萍表示。

此外， 金锦萍还提出了以下
几点建议：第一，应明确慈善信托
设立的规则， 比如能不能通过公
募的方式设立慈善信托。第二，目
的性检测问题， 要明确慈善信托
的受益对象。第三，信托财产种类
问题，如房地产、有价证券，及其
他现金以外的财产能不能作为
信托财产，如果这个障碍能被打
破就能激发更多人设立慈善信
托。 第四，税收优惠的政策，金锦
萍认为慈善信托的设立者以及
后续加入者应当享有慈善组织
捐赠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享受到
公益捐赠抵扣；另外，用慈善信
托的财产进行理财、从事经营性
活动，这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应
该尽快明朗。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

慈善信托是一种慈善途径
具备三大优势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丹：

不倡导“人人慈善信托”

2016年 9月 21日， 北京市
出台了《北京市慈善信托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成为全
国首个地方性慈善信托管理《办
法》。 业内人士认为，在北京市率
先行动之后，其他省市也将尽快
跟进， 慈善信托将加速发展，规
模也将不断扩大。 然而，尽管目
前在我国开展慈善信托已经不
存在根本性障碍，但仍然存在一
些技术性操作问题，比如，慈善
法仅明确了慈善组织、 捐赠人、
受益人的税收优惠，对于慈善信
托的税收优惠没有明确规定，给
实际操作带来很大挑战。

杨莉萍表示，在具体操作过

程中， 民政部门主要依据慈善
法、信托法、民政部和银监会关
于慈善信托备案的通知以及在
2016 年 9 月份出台的办法。“就
慈善信托而言， 慈善组织在其
中大有可为， 其可以担任委托
人、受托人、受益人、监察人等
多种角色(委托人、受托人、受益
人不得为同一人)。 但不管慈善
组织如何介入慈善信托， 在设
计慈善信托框架时， 都必须清
楚自身处于在什么样的位置，
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以及
应该尽什么义务。 ”

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已有六
单备案的慈善信托，覆盖扶贫、

科技、教育、环保四个领域。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2016 阿拉善 SEE 公益金融班环
保慈善信托合同， 是全国第一
单慈善组织作为单受托人的慈
善信托， 很多公益领域专家盼
望已久。 我觉得，慈善组织没有
抢 9 月 1 日那一单，主要有以下
几个原因。 一是慈善组织有一
个认定的过程， 再就是慈善组
织对慈善信托有一个理解和学
习的过程， 另外慈善组织要具
备条件和能力再实施，不用急。
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慈善组织
涉足慈善信托， 慈善组织将发
挥更大的作用。 ”杨莉萍谈道。

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处处长杨莉萍：

慈善组织介入慈善信托须清楚自身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