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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2 新闻

91项慈善信托备案
财产总规模约 9.96亿元

2016 年 9 月正式颁布的《慈
善法》，首次从立法层面提出“慈
善信托”这一概念，并明确其适
用范围，条款中规定慈善信托管
理方式由“民政部门备案”，信托
公司可以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
信托机制成为“从事慈善和公益
事业的重要机制之一”， 这些内
容大大激发了信托公司发力慈
善信托的热情。

《慈善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实施以来近两年，其对慈善信
托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 据全国
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数据显示，截
至 8 月 9 日， 已经有 91 项慈善
信托备案， 信托财产总规模约
9.96 亿元。 而在 2016 年年底，仅
有 22 项慈善信托备案， 初始规
模只有 0.85 亿元。慈善信托的蓬
勃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
绩单”。

“代人理财”且“代人行善”

2016 年 9 月正式颁布的《慈
善法》，首次从立法层面提出“慈
善信托”这一概念，并明确其适
用范围，条款中规定慈善信托管
理方式由“民政部门备案”，信托
公司可以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
信托机制成为“从事慈善和公益
事业的重要机制之一”， 这些内
容大大激发了信托公司发力慈
善信托的热情。 慈善信托不仅仅
是信托公司角逐的“必争之地”，
更重要的，慈善信托所塑造的品
牌和公益价值，是信托公司软实

力的有力证明。
2017 年 7 月，银监会和民政

部联合制定的《慈善信托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发布，在
立法的基础上使慈善信托设立
与实施的可操作性加强。 发布之
时，原银监会信托部主任邓智毅
在公开采访中表示：“希望通过
《办法》的制定和有效实施，逐步
将慈善信托打造成我国慈善事
业的重要渠道。 ”

有了《慈善法》和《办法》的
保驾护航，慈善信托进入法治时
代， 国家在规制慈善信托的同
时， 更大程度上激发了信托公
司、基金会或其他社会组织通过
慈善信托服务国家与社会。 社科
院近期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
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8)》 显示，
2017 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预估
约为 1558 亿元，继续保持增势。

国家慈善事业整体发展态势良
好，在国外业已成熟的公益慈善
信托，得益于外部制度保障与自
身设计优势，预计也将有更多的
个人和团体投身其中。

慈善信托
成高净值人士公益选择

就信托公司而言，开展慈善
信托的主要优势在于信托公司
作为受托人的监督管理体系更
为健全，且信托公司的专业理财
能力强，慈善财产的使用效率更
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更强。

《金融时报》记者从信托公
司业务部门了解到，目前国内市
场上的慈善信托业务多数与家
族信托业务相结合。 比较常见的
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家族慈善
信托与家族慈善基金会相结合，

即委托人设立家族基金会的同
时设立慈善信托，由慈善信托实
现保值增值，向家族基金会提供
资金支持；第二种是具有慈善信
托内涵的家族信托，即委托人视
情况将家族信托中的部分收益
用于慈善；第三种是目前比较普
遍也较为健全的基金会与慈善
信托合作的模式，即高净值捐赠
人通过购买慈善信托产品，再由
信托公司将慈善信托收益捐赠
给基金会，或者是高净值人士捐
赠善款给基金会，由基金会交付
信托公司成立慈善信托。

以建信信托近日完成募集的
首期“大爱有声听建未来”慈善集
合信托计划为例，该产品共有 24
位建设银行私人银行客户认购，
总认购金额 3000 万元，捐赠金额
将达 195万元， 这笔资金将捐赠
给上海市儿童基金会， 专项用于
上海市儿童医院“人工耳蜗项
目”，为贫困的耳蜗移植儿童家庭
提供定额捐赠，预计可帮助 24 名
贫困患儿。 据悉，此次的“大爱有
声听建未来” 慈善信托是建行上
海市分行私人银行“智善”公益慈
善平台的首期慈善信托， 未来建
行与建信信托计划在该平台上推
出更多慈善信托计划， 以满足高
净值人士回馈社会的夙愿和社会
贫困群体的扶助需求。

政策利好再助力

从去年底至今， 因监管政策
和资管新规的发布， 资管行业面

临转型压力， 竞争格局进入新一
轮“洗牌”。 先是 2017年 7月召开
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
出“金融脱虚向实， 服务实体经
济，推进金融普惠”的指导方针。
继而 2018 年 4 月发布的资管新
规，确定“去通道”“打破刚兑”“防
风险”等新的监管要求。值得一提
的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服务实
体经济，普惠金融”的工作思想及
资管新规“回归信托本源，提升主
动管理能力”的政策导向，都对慈
善信托产生利好影响。

随着我国慈善事业日益壮
大，高净值群体回馈社会意愿增
强，政策环境与社会思潮正确引
导，慈善信托作为新型的慈善实
施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机构
和群体所认可。 同时，业内人士
对健全完善慈善信托制度的呼
声也在高涨，落实慈善信托税收
优惠政策，提高慈善信托社会认
知等问题的解决，也是慈善信托
未来走向的必经之路。

建信信托财富管理负责人
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改革开放
40 年催生了中国第一代创业企
业家，这一代企业家的家族财富
传承已成为其重要诉求之一，市
场诉求促进近几年家族信托业
务的快速发展。 建设银行与建信
信托作为国有金融机构，承担着
履行社会公益责任的重担，在相
互结合优势打造国内一流财富
管理服务的同时，也会积极参与
慈善信托，服务国家和社会。

（据《金融时报》）

2018年 7月以来， 慈善信托
的成立笔数与规模继续增长。 据
中国慈善联合会根据公开信息统
计，截至今年 7 月末，全国慈善信
托共备案 91件，信托财产总规模
约 9.96亿元； 此前截至 6月末的
数据显示， 全国慈善信托共备案
85 件，信托财产总规模约 9.78 亿
元。 另据中国信登信托登记系统
数据显示，今年 7 月，慈善信托等
创新类信托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完成登记笔数和整体募集规模均
较前几个月大幅上涨， 当月募集
金额超过 6亿元。

扶贫为首要目的

2018 年 7 月 6 日，由中诚信
托担任受托人的“中诚信托 2018
年度善爱扶贫慈善信托”正式成
立，这是中诚信托探索以慈善信
托进行金融扶贫取得的新突破。
该慈善信托资金规模 100 万元，
由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公司和
中诚信托各出资 50 万元， 共同
发起设立。

此前，中国信托业协会作为
银保监会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在甘肃省临洮县探

索推行了一套通过慈善信托进
行规模化金融扶贫的创新模式，
包括中航信托、 国投泰康信托、
民生信托等在内的多单慈善信
托落地临洮。

中诚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通过推行慈善信托实现
扶贫目的，全面提升慈善信托扶
贫效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力量。

慈善信托的设立目的目前
覆盖扶贫、教育、文化、防灾等领
域。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分析认为，2018 年 1 至 6 月
备案的 19 单慈善信托中， 扶贫
济困、教育和文化为慈善信托关
注的前三大领域， 占比分别为
52.6%、36.8%和 15.8%。 此外，“一
带一路”“乡村振兴”也成为慈善
信托设立的新主题。

变“输血”为“造血”

自 2016 年 9 月《慈善法》正
式实施以来，中国的慈善信托事
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
遇。 各信托公司也借助资产管理
专长， 通过定制化的架构设计，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与各界组织

携手助力公益慈善，共同实现慈
善事业升级。

“作为国资控股的金融机构，
我们应在创造社会财富并对股东
利益负责的同时，积极承担央企使
命，用行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华
润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
该公司一直以来积极参与扶贫、助
学等各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并致
力于探索金融助力公益的多元方
式，通过慈善信托、家族信托等形
式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实践中，信托公司通过设立
慈善信托汇集更多资金资源，致
力于建立长期、稳固且可持续的
慈善运作模式。 以扶贫为例，信
托机构在促进“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 扶贫转变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

上述中诚信托的慈善信托
项目通过发放附转股权的贷款
等特色方式， 创新产业扶贫模
式， 与贫困户之间建立了清晰、
直接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产业
扶贫资金对贫困户的支持精准
到位。 这种“造血式”产业扶贫，
使得慈善之路更有效且可持续。

再比如，2014 年， 华润信托
设立“华润农业发展基金单一信

托”，协同“华润五丰”帮扶宁夏
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发展肉牛养
殖及饲草加工产业，通过“自益
信托+合伙企业基金”的模式，与
当地的产业优势紧密结合，共同
进行产业扶贫，搭建了产业扶贫
资金基金化平台，使之变“输血”
慈善为“造血”慈善。

社会组织参与度提升

2018 年以来，慈善信托备案
数量与规模明显增长， 同时，慈
善信托运作模式较去年同期相
比有显著创新，社会组织的参与
程度也在提升。

例如 ，2018 年 1 月 30 日 ，
“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慈善信
托” 在广东省民政厅成功备案，
成为全国首个以“政府部门委
托+慈善组织受托” 为模式的慈
善信托。 由深圳市大鹏新区管理
委员会首期出资 1000 万元设立
并进行委托，深圳市社会公益基
金会担任受托人。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统计，2018 年前 6 个月设
立的 19 单慈善信托中， 有 3 单
未公开委托人信息， 其余 16 单

中有 7 单由慈善组织委托设立，
占比 36.8%，4 单由企业委托设
立， 占比 21.1%，2 单由政府部门
委托设立，2 单由自然人委托设
立，1 单由社会团体委托设立。从
10 年期（含）以上及永续性的慈
善信托来看，与 2017 年相比，慈
善组织担任慈善信托委托人的
比例从 31.8%增长至 36.8%，显示
出慈善组织参与度有所提升。

从不同类型委托人信托财
产规模上看，2018 年前 6 个月备
案的 19 单中， 有 4 单由企业委
托设立， 财产规模约为 2300 万
元， 占比约为 23.2%；8 单由社会
组织（慈善组织及社会团体）设
立的慈善信托，财产总规模约为
2713.86 万元， 占比约为 27.4%。
与 2017 年相比， 企业作为慈善
信托委托人的地位有所减弱，社
会组织贡献度有所增加。

在受托人方面，19 单慈善信
托均为单一受托人模式； 其中，
有 3 单为慈善组织单一受托人，
占比 15.8%，剩余 16 单均为信托
公司担任受托人，占比 84.2%。 与
2016 年和 2017 年相比， 信托公
司作为慈善信托单一受托人仍
为主流的模式。 （据《金融时报》）

规模增 覆盖广 慈善信托发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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