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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梅

慈善信托：
蓄势待发，还是曲高和寡？

财富家族的“爱心推手”

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
《2018 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
告》 显示， 自 2016 年 9 月 1 日
《慈善法》颁布实施至今，全国共
有 42 家信托公司设立了慈善信
托， 占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总数
的 61.8％。 目前已有 16 家基金
会成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或共
同受托人。 其中，慈善信托财产
规模在万元级别的有 72 单，占
总数 49.32%；百万级别有 50 单，
占总数 34.25%； 千万级别和亿
元级别分别为 20 单和 4 单。
2018 年规模在千万元级别及以
上的共有 12 单， 其中有两单超
过亿元。

据慈善中国相关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19 年 4 月 14 日， 慈善
信托共有 170 条备案数据，财产
总规模达 20.3 亿元。 其中，设立

于 2018 年 10 月的“鲁冠球三农
扶志基金慈善信托”是目前我国
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财产金额
达 6 亿元。 财产规模最小的是

“陕国投·小小志愿者在行动慈
善信托计划”， 其受托财产仅为
8200 元。

从现有数据来看，慈善信托
自诞生至今数量呈逐年增加趋
势，且呈现出受托资产规模跨度
大、期限结构灵活、备案区域更
加广泛、受托财产渐趋多元化等
多种特点。

中信信托相关部门负责人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
说，慈善信托非常适合高净值人
群，他们希望通过慈善信托对家
族慈善做提前稳妥的安排。

据资料显示，两年前，何享
健家族慈善信托轰动业界，且成
为当时最大的一单慈善信托。
2017 年 7 月，何享健家族在顺德
发布家族慈善蓝图，谈起对整个

家族慈善的一致共识以及未来
如何通过慈善帮助更多乡里乡
亲生活得更好的一系列想法时，
何享健之子何剑锋上台讲话的
时候数度哽咽。 当时，有业界人
士亦对此单慈善信托的成立予
以了高度评价，称“何享健的家
族精神通过公益慈善得到了最
好的传承”。

采访中，《公益时报》 记者
了解到， 慈善信托这种慈善工
具的出现， 满足了财富家族参
与慈善的的美好愿望。 而在这
之前的很多年里， 中国大部分
财富家族都是以“零打碎敲”的
方式在参与公益慈善， 对慈善
资金的使用和调配完全没有系
统而长远的想法， 慈善信托的
出现很好地帮助他们梳理统筹
了慈善愿望，得以有计划、有步
骤地推进慈善项目。

与此同时，高净值家族选择
慈善信托，除了资产的投资需要
专业人士支持之外，更重要的还
是想尝试建构一种更为严谨的
法制结构去操作慈善资产，这在
很大程度上其实能够规避某些
时候家族基金会难以泯灭的“人
治”影响。 因为每一笔慈善信托
的执行都是依据信托文件来定
的，这个委托文件是依据委托人
意愿来制定的，将来即使委托人
不在了，委托文件还在，那么信
托公司就必须严格按照最初慈
善信托的委托文件内容来执行。

操作模式有“玄机”

截至目前，慈善信托逐渐发
展成为三种常见操作模式：

一、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
慈善组织作为项目执行人。 即：
信托公司负责慈善资金的募

集、投资管理与日常运营工作；
慈善组织借助自身项目管理优
势， 确定慈善信托的具体受捐
人。 选择慈善组织作为项目执
行人主要源于信托公司对慈善
事业领域了解程度不够， 需要
借助外力。

二、慈善组织作为委托人或
者直接作为受托人。 捐赠人将资
金定向捐赠给慈善组织，慈善组
织作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并将
款项委托给信托公司，或者慈善
组织直接作为受托人。

三、慈善组织作为共同受托
人，即信托公司+慈善组织的“双
受托人”模式。 这种合作方式的
具体流程由双方协商而定，最终
目的是促进慈善信托的良好健
康运行。

上述中信信托相关部门负
责人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目前
中信信托的慈善信托多数采用
的就是“双受托人”模式，并在此
基础上不断拓展，摸索出“投资+
扶贫”、中国版 DAF（中信信托已
于今年 1 月份正式落地中国内
地首单 DAF 捐赠）、“慈善+金
融”等更多模式升级版。

“作为信托公司，我们在资
金管理方面有经验和优势，在慈
善信托业务操作过程中能够充
分体现金融机构对资金管理和
信托制度的严谨性，按照金融机
构的工作流程和模式， 精准到
‘一分钱都不能差’，这种管理方
式对慈善信托无疑是一种增强
和提升。 ”这位负责人表示。

她说， 基金会在对慈善项
目的甄选和把控、 执行实施以
及后续跟踪和监督等方面具有
优势。“双受托人”的模式能集
成双方优势， 有利于做大做强
慈善信托。

发展壮大的“绊脚石”

采访过程中，关于目前慈善
信托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接受
《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的多位人
士给出了一致的答案：税收优惠
和公益发票的开立。

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秘
书长刘文华说，慈善组织设立一
单慈善信托也会考虑理财问题，
但理财收益会全部用于公益慈
善事业。 现在的问题是，慈善组
织拿着这笔慈善信托去理财，其
收入不能免税，还要向国家缴纳
所得税 25%。

另一方面，信托公司作为受
托人时，其企业属性使得它并无
开具公益票据的权利，办理不了
抵税优惠，那么捐赠人或委托人
就无法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大多数信托公司在慈善信
托的实际操作中都会遇到此类
问题。 特别是对一些高净值人群
来说，股权慈善信托是他们较为
青睐的慈善信托方式，但问题是
目前信托财产无法通过非交易
过户进入慈善信托，因而不能享
受税收优惠。

“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想用股
票做慈善信托，上市公司股票持有
人购入股票的原始价格可能是一
块钱，现在已经是 30块钱。那意味
着中间的 29 块钱全部都得缴纳
20%的（个人资产转让）所得税，一
个亿的话就要缴纳 2000 万的税。
那捐赠人当然会很不开心了———
我都已经拿出一个亿做慈善捐赠
了，你还要我交两千万的税啊。 有
的财富家族一听说还有这么个情
况，立马打消了股权捐赠的念头。 ”
刘文华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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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一定要让我总结，那我可以用‘令人失望’这个词来概
括。 ”谈起慈善信托这三年的发展，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秘书长刘
文华对《公益时报》记者这样说道。

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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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慈善信托诞生于 2016 年。一些专业人士将慈善信托看做
慈善行业的“一匹黑马”,认为它将成为推动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强
劲力量。

然而刘文华并不乐观。 “到目前为止，似乎信托公司对慈善信托
的兴趣远远大于慈善组织。现在慈善信托似乎成了金融行业的事情，
慈善组织好像并不‘感冒’。其实，信托公司对慈善信托的兴趣也是大
大减弱了。再这么下去，慈善信托难保不会重蹈公益信托的覆辙啊。”

在刘文华眼中，18 年前诞生的公益信托从始至今的境况， 只能
用“独守空房十八年”来形容———“你简直难以想象，《信托法》是全国
人大通过的一部法律，公益信托作为它‘亲生的孩子’，这么多年来竟
然无人关心无人问津，难以落实。 ”在 4 月初的采访中，他这样对《公
益时报》记者说。

刘文华的说法是不是公益慈善行业人士的普遍看法？ 信托机构
专业人士如何看待“慈善信托”这一新生业务，实操过程中总结了哪
些经验？ 相关政策的推进过程中还有何障碍和瓶颈？

带着这些问题，《公益时报》记者走访多位业内人士和专业机构。
我们想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慈善信托的机会究竟有多大？

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秘书长刘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