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财务资产部部长刘金兰：

慈善组织保值增值不应把步子迈得太大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News 07新闻
２０19．7.23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 � 2019 年 1 月 1 日，《慈善组
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
办法》正式实施，对慈善组织的
投资活动， 慈善财产运用风险，
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规
定。 同时让慈善组织从事保值增
值业务有法可依，让慈善组织投
资理财减少公众质疑。

此前，2018 年 4 月 27 日，中
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简称“资管新规”），明确金融机
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
诺保本保收益。 出现兑付困难
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
资兑付。 金融机构不得在表内开
展资产管理业务。

在这一背景下，慈善组织如
何开展保值增值活动？

《公益时报》记者专访了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财务资产部部
长刘金兰， 就基金会投资偏好、
投资收益及使用、金融机构投资
产品以及与慈善组织投资所面
临的共性问题做出回应。

2018 年度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财务报告显示， 截至 2018 年
基金会实现年收入 6.96 亿元，同
比增长 16%。 社会捐助收入突破
4.47 亿元。 公益支出 5.8 亿元，全
年投资收益为 2743.66 万元。

年化投资收益稳健保持4~5%

据刘金兰介绍，中国红基会
的投资行为从 2008 年开始，投资
方式就是购买风险等级 R3 以下
（小于等于风险 3 级） 的银行预
期固定收益率理财产品，并无二
级市场购买股票及进行股权投
资、实体性投资等行为。 2008 年
至今依旧坚持此种投资行为，并
无太多突破。

刘金兰表示， 银行有专家团
队和资金池，在《资管新规》出台
前， 购买预期固定收益率银行理

财产品属于刚兑产品， 能够保障
收益，这符合慈善组织的诉求。而
基金或证券公司提供的产品大多
为净值型， 产品持有期间存在波
动，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跟进，这样
会增加慈善组织成本负担。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审计报
告》显示，2018年基金会收回投资
所收到的现金为 551,265,528.70
元，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为
27,436,586.26元；2017年收回投资
所收到的现金为 480,000,000.00
元，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为
19,178,365.43元。

“这些年，基金会投资理财
的平均收益均维持在年化收益
4%~5%之间。 2018 年，在外部市
场行情不好，所购买的产品平均
年化收益率也达到 5.2%，其中有
个产品达到 5.5%。 ” 刘金兰说，

“这些年， 外部金融评估机构对
中国红基会做过一些评估，均做
出了投资收益较为平稳，波动较
小的结论。 ”

设立投资增值咨询委员会

据了解，由于投资业务占比
整个基金会财务业务量的比重
不大，中国红基会内部暂未设立
投资业务专门部门，目前投资均
由财务资产部开展，秘书处负责
日常的常规投资理财（银行理财
产品），理事会是投资决策机构。

中国红基会虽未设立投资
业务部门，但在理事会下面设有
投资增值咨询委员会。

据刘金兰介绍，投资增值咨
询委员会由拥有金融和投资背
景人士组成，主要在宏观政策咨
询、内部管理制度、投资策略和
方法、资产配置标准及决策程序
提供咨询意见。 不涉及给购买具
体金融产品提供建议。 投资增值
咨询委员会不在基金会领取任
何报酬。

“投资增值咨询委员会也会
了解基金会购
买的理财产品
是否遵守相关
规定流程进行
投资，是否购买
负面清单的产
品等，从一定程
度上说，也对基
金会投资行为
进行监督。 ”刘
金兰表示。

刘金兰指
出，《办法》出台
让慈善组织进
行投资有法可
依，在一定程度
上鼓励慈善组
织进行投资的
行为。但是慈善
组织在进行投
资活动前，应该
对自己的内部
管理、决策程序
进行一个自我

判断， 要把风险管理放在首位，
不应把步子迈的太大。

投资偏好稳健

据刘金兰介绍，中国红基会
保值增值投资理财主要方式是
委托银行购买理财产品，保证固
定收益率。 由于基金会收到善款
均需要及时拨付用于保障公益
项目执行和机构运营，资金流动
性强，长期投资产品不能满足流
动性的需求。

“慈善组织资金并不像产业
基金可以做长期投资，投资周期
5 至 10 年。我们会根据资金流动
性来规划投资计划，3 个月、6 个
月、1 年、最长的理财产品周期多
长合适，投资回报率如何，均要结
合基金会资金流动性。 在目前市
场行情下，《资管新规》 还没有完
全禁止固收类银行理财产品，虽
然利率较去年同期低了一个点，
但是还能保持在年化收益率 4%
左右， 如果内部投资管理及决策
机制还没有特别完善的情况下，
银行固收的理财产品还是一个相
对优选的方案。 ”刘金兰表示。

据刘金兰介绍，中国红基会
在年度理事会上会做出投资理
财的计划，理事会通过后，秘书处
按计划执行。 通常在一笔理财产
品到期一个礼拜前， 财务资产部
会在各个开户行进行询价比较，
遴选出性价比较高的同类产品，
秘书处审批通过后，进行购买。

“可能了解我们更多的还是
银行，因为慈善组织善款收集的
渠道是银行，慈善项目的资金拨
付也都在银行，善款进来后往往
很快就会被拨付出去，并没有太
多沉淀资金。 投资行为呈现周期
性、分散性，这些信息银行最为
了解，银行会推荐相对稳健和收
益率适中且能实现刚兑的理财
产品，慈善组织根据自身条件进
行选择产品。 ”刘金兰说。

保值增值的收益使用

“投资理财收益均会支持中
国红基会日常运转及公益项目
的实施。 ”刘金兰表示。

据刘金兰介绍，中国红基会
开支分为三部分：第一，直接用
于公益项目的成本支出； 第二，
机构日常管理费用支出； 第三，
筹款费用支出。

刘金兰表示：“大多慈善组织
尤其基金会都是自收自支的组
织，财政没有任何拨款，提取管理
费用一般都不足以支撑机构的日
常运营， 保值增值收益是保证公
益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量；另外，大病救助、人道救援、紧
急备灾救援和腾讯 99 公益日配
捐均会从投资理财收益部分列支
一部分。 比如： 如果一个地方受
灾， 马上发起筹款后又不能迅速
筹集到资金， 那这时候就得动用
保值增值的收益来支持。 ”

相比于慈善组织投资理财
收益的使用，这笔收益是否应该
缴纳相应税收也成了很多慈善
组织讨论的热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
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 慈善组
织保值增值性投资活动取得的
投资收益， 含股息红利收入、保
本投资收益、投资财产转让收益
都没有被纳入免税收入范围。

而《办法》也并没有对慈善
组织投资理财保值增值收益部
分税收减免问题做出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相关规定，目
前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属
于非保本收益，收益应缴纳所得
税。 但基金会的年度日常支出远
大于年度投资理财收益，已经将
投资理财收入纳入到基金会年
度日常支出中， 支出大于收入，
没有应纳税所得额，所以暂时也
没有产生应纳所得税额。

金融人才匮乏

慈善组织资金量本来较为
有限，大多数资金也都用于公益
项目，用来做投资理财的钱并无
多少，这使得大量慈善组织对于
投资理财更多持有谨慎态度，有
能力投资的机构并不多。

据了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财务资产部有正式员工 5 人，志
愿者 2 人，部门主要工作职责是
负责基金会日常的财务管理和
会计核算。 投资理财并非基金会
主业，是业务中很小一块，部门
安排 1 人负责执行投资事宜，秘
书处负责日常的常规理财产品
的购买，重大投资由基金会理事
会进行决策。

刘金兰表示，实际上慈善组
织在保值增值方面面临着这样
的共性问题：

第一，人才不足。要想投资效
果好人才是关键， 但是慈善组织
有自己的薪资体系， 很难突破已
有的薪资体系去高薪聘请专业投
资人才，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第二，慈善组织的主业并不
是投资。 不像基金公司的主业就
是投资，募集资金的目的就是解
决投资增值的问题。

第三， 投资增值存在风险，
决策机制决定了慈善组织在投
资理财的问题上不敢把步子迈
的太大。

刘金兰表示：“慈善组织涉
及重要投资需要理事会批准，如
果理事会成员多数具有金融或
其他财务专业背景，则慈善组织
投资行为可能表现积极。 但理事
会成员专业背景较为多元，则慈
善组织在投资行为上可能表现
复杂。 ”

期待建立枢纽平台

由于慈善组织保值增值存
在的上述问题， 很多时候是慈
善组织自己在默默地做。 《办
法》出台后，市场反应开始积极
起来。 证券、基金、信托、财务类
公司通过各种途径与慈善组织
接触，推荐金融产品，助力慈善
组织投资。

“今年上半年，仅我接待洽
谈合作的金融机构就有十几家。
财富、信托、证券、私募股权公司
均有，这些金融机构的从业者也
想帮助慈善组织做好投资业务，
推出了一些较为稳妥的投资理
财产品。 ”刘金兰表示。

对于目前众多金融机构上
门推荐， 刘金兰也坦言有些无
力，仅有几名财务人员的慈善组
织除了处理机构日常财务核算
外，能够顾及机构投资理财时间
却不多。 希望能有公益或金融界
的一些枢纽组织或平台牵头，拟
定准入清单，甄别优秀金融机构
和产品供慈善组织在该平台挑
选，这将大大节省慈善组织投资
理财的成本。

“现在金融机构比慈善组织
还多，打造枢纽平台前期与想要
参与慈善组织投资理财的金融
机构接触，对其评估、筛选、实测
后在平台推出，慈善组织后期根
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自身投
资实力来选择金融产品。 ”刘金
兰说。

对于能够与慈善组织合作
的金融机构，刘金兰心中也有着
自己的标准。

刘金兰表示，“第一，金融机
构推出理财产品应该比较稳健，
金融机构自身有一定的风险管
理能力；第二，金融机构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可以做一些金融知
识的普及，比如在选择产品时如
何能够识别产品的风险； 第三，
金融机构愿意参与一些公益项
目。 这应该是慈善组织选择金融
机构合作的基本标准。 ”

�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审计报告》显示，2018
年基金会取得投资收益 27,436,586.26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