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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的慈善信托未超百万元 ■ 本报记者 王勇

慈善信托数量增长而规模
下降

《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新
增慈善信托数量 119 单，较 2018
年增长 37%。 2019 年财产总规模
新增 9.33 亿元， 较上年下滑
18%，主要体现为 2019 年亿元级
慈善信托的数量和单笔资金规
模小于 2018 年。

2018 年新增两单亿元级慈
善信托， 金额 8.66 亿元；2019 年
亿元级慈善信托仅 1 单，为“光
信善·昆山慈善信托 1 号” 慈善
信托，财产总规模为 5 亿元。

从慈善信托财产各规模级别
的数量看，2019 年慈善信托单笔
规模以百万以下级别居多。 2019
年设立十万及以下级别慈善信托
69单，占比 58%，其中，有 55单信
托财产规模不到 50 万元；百万级
慈善信托有 41 单， 占比 34%，信
托财产均值为 260 万元； 千万级
及以上仅 8单。 2019年规模最小
的“千心千元意定监护慈善信
托”，其受托财产为 5000元。

从慈善信托财产规模均值
看，2019 年信托财产规模均值
784.21 万元，降至千万以下。 对
比历史数据来看，百万级规模以
下慈善信托数量呈现逐年增加
趋势。 千万级和亿元级别的慈善
信托数量 2019 年均有所减少。

《报告》认为，呈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一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
支持下，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公众
释放出探索参与慈善信托的期
望和热情，更多领域和专业的企
业和个人希望通过小规模慈善
信托探索出慈善信托在其专业
领域内的可行性，从而设计了小
而专的慈善信托。 二是慈善信托
设立门槛较低， 财产规模跨度
大，灵活性强，可以满足不同群
体、多种领域的个性化需求。

慈善信托地域分布不均衡

《报告》显示，2019 年新增慈
善信托分布在我国 20 个省、直
辖市和自治区。 其中，吉林、新疆
和云南 2019 年首次备案慈善信
托，甘肃、浙江和天津备案数量
分别以 20 单、17 单、12 单位列前
三。 在财产规模方面，甘肃、河南
和江苏分别以 5.6 亿、1 亿和 0.73

亿元位居前三。
从我国经济区域分布看，2019

年有 65单慈善信托备案单位集中
在东部地区，占比 55%，其次为西
部地区，备案 40 单，占比 34%，中
部和东北地区共备案 14单。

东部地区长期在全国经济
发展中处于引领地位，具有较高
的慈善信托资金获取能力。 同时
信托公司作为慈善信托的主要
受托人，有 60%的注册地集中在
东部地区，也使得慈善信托备案
集中于东部地区。

2019 年西部地区慈善信托
发展明显加速， 备案 40 单，较
2018 年增加 14 单， 同比增长
54%； 备案财产规模 5.8 亿元，占
比 63%，较 2018 年增长 12 倍。其
中甘肃省 2019 年备案慈善信托
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在相
关政策鼓励支持下，多单扶贫类
和生态环境保护类慈善信托在
西部地区成功备案，同时西部地
区也是扶贫类和环保类慈善项
目开展的重点区域。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
国共有 25 个省级民政部门备案
了慈善信托，浙江设立的数量和
规模均处全国首位，广东、甘肃、
北京也都处于前列。

慈善信托备案主要集中在
东部地区，共计 154 单，占总数
的 56%， 财产规模 20.8 亿元，占
总规模的 71%。 其次为西部地
区，其数量和财产规模占比分别
为 30%和 23%。

慈善信托期限以短期为主

《报告》显示，2019 年慈善信
托期限仍以短期为主。 全年短期
（5 年及以下） 慈善信托共计 59
单，占比 50%，较上年增加了 21
单，同比增长 55%。 中长期、无固
定期限及永续慈善信托较上年
数量略有增加，增长速度低于短
期信托。

慈善信托的期限与两个因
素相关。 首先，期限与财产规模
相关。 2016 年至 2019 年，短期慈
善信托备案 122 单，占总量 45%，
是慈善信托的主要形式，其财产
规模占比仅 11%。 永续慈善信托
备案 57 单，占总数的 21%，而其
财产规模占规模总数的 57%。

从实践案例看，小规模慈善
信托的期限较短， 当然也存在开

放式的永续型慈善信托， 其初始
规模较小， 但后期不断有资金注
入，其财产总规模会不断扩大。同
时慈善信托的期限与其慈善目的
相关， 定点扶贫类慈善信托以国
家特定政策为导向， 其期限以 3
年居多，体现其阶段性任务特点。

自然人委托人数量翻倍

《报告》显示，2019 年新设慈
善信托自然人委托人显著增加。
2019 年新增慈善信托的委托人
中包含自然人的共 23 单， 涉及
自然人数量 126 人，自然人数量
较上年增加了一倍，设立慈善信
托数量较上年增加了 77%。 其中
委托人全部为自然人的有 14
单，较上年增加 5 单，涉及自然
人 90 人 ， 信 托 财 产 规 模 为
1357.33 万元。

企业仍是慈善信托委托人
的主力。 2019 年委托人全部为企
业的慈善信托数量占总数的
45%， 若包含混合委托人中的企
业，占比会更大。 担任委托人的
企业类型有信托公司及其关联
公司、房地产企业、资产管理公
司或投资公司、与慈善目的紧密
相关的企业以及其他爱心企业。

慈善组织委托人更关注慈善
资金增值。 2019 年有 30 单慈善
信托的委托人为社会组织， 共涉
及 27家组织，包括 17 家基金会、
8 家社团以及 2 家民非组织。 社
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设立慈善
信托是可以帮助捐赠企业和个人
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更受慈
善组织委托人关注的是便于慈善
组织固有财产实现保值增值。

2019 年最大规模的慈善信
托的委托人即为慈善组织。“光
信善·昆山慈善信托 1 号” 财产
规模 5 亿元，委托人为昆山市慈
善总会，期限为永续。

受托人仍以信托公司为主

《报告》显示，2019 年慈善信
托的受托人有信托公司、慈善组
织以及双受托人三种形式。 其中
87.4%的慈善信托由信托公司单
独担任受托人， 双受托人占
11.8%，慈善组织担任单一受托人
模式仅为 0.8%。

2019 年设立的信托公司担
任单一受托人的慈善信托共 104

单，较 2018 年增加 33 单，涉及信
托公司 34 家。 2019 年有 8 家信
托公司首次备案慈善信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
有 51 家信托公司担任单一受托
人，开展慈善信托业务的信托公
司分布不均衡。 目前受托设立慈
善信托数量最多的是光大信托，
受托数量 25 单，财产规模 5.8 亿
元，其次为万向信托，受托管理
22 单，财产规模 9.3 亿元。

2019 年慈善组织担任单一
受托人的慈善信托仅有 1 单，在
经历两年的持续增加后，数量又
回落到 2016 年的 1 单。

2019 年我国共设立了 14 单
双受托人慈善信托，较上年增长
4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共有 16 家慈善组织和 9 家信托
公司共同受托设立了 32 单双受
托人慈善信托。

配套政策制度日渐完善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的颁布和 2017 年《慈善信
托管理办法》的实施为慈善信托
奠定了基本法律框架。 随后地方
性相关部门立足各地发展实际，
陆续出台了相关规范。

地方性慈善信托管理办法
是针对慈善信托的专门的地方
规范， 在围绕慈善信托的设立、
备案、 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
变更和终止等运行程序、慈善信
托监督管理和信息公开等进行
了详尽规定。

例如，《广东省慈善信托备
案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规定“慈
善组织开展慈善信托业务，在社
会组织评估时予以激励”，“县级
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应当将慈善信托作为促进慈善
事业发展创新项目重要指标纳
入地方慈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引导和推动社会各界运用慈善
信托方式参与慈善活动”。

地方的实施慈善法办法或
者慈善条例等其中的慈善信托
章节，对现有的慈善信托规范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细化。

2020 年 1 月 8 日民政部发
布了《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办法》 在信
息公开的主体、公开平台、公开
的具体内容和时限等多个方面
对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将

有效促进慈善信托的规范运作，
提升社会公信力。

《报告》显示，从实践层面
看，由于中央层面除了《慈善信
托管理办法》之外没有正式出台
更细化的规范或指引，各地慈善
信托的监管标准有所差异，比如
慈善组织担任委托人后设立慈
善信托的财产是否能被认定为
慈善支出，慈善信托业务范围的
聚焦程度等尚无统一标准。

《慈善法》规定了民政部门
可以通过评估的方式进行慈善
信托的监管。 目前，已有北京和
济南两地开展了慈善信托评估
工作。 2016 年以来，北京市民政
局连续 3 年开展慈善信托绩效
评估工作，从规范管理、慈善效
益、资产管理和社会评价 4 个方
面对北京市慈善信托进行综合
评价。 2019 年，济南市民政局开
始联合山东银保监局进行济南
市慈善信托项目评估。

加快税收优惠落地

2019 年慈善信托数量在持
续增长，慈善目的和模式更加多
元，业务创新不断深入，但是仍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制约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慈
善信托的发展。《报告》建议：

第一，由于信托本身离大众
较远，知晓度较低，所以慈善信
托亟待加强公众宣传力度，加大
针对企业和高净值人士的针对
性的推广慈善信托力度，以便各
方更好地认知和使用慈善信托
这一工具。

第二，出台推动慈善组织参
与慈善信托的措施。

第三，强化慈善信托信息公
开。 建议制定更具操作性的具体
监管规范， 包括信息披露的主
体、具体内容、披露对象、披露频
率以及披露的边界，以供披露义
务人履行。 特别是对慈善信托年
度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报
告而言，具体内容应该细化以及
要求切实履行到位。

第四，加快慈善信托税收优
惠落地。 虽然目前法律规定慈善
信托经民政部门备案可享受税
收优惠，但缺乏财税部门颁布的
执行细则，无法将慈善信托的税
收优惠落到实处。 主要体现为设
立期间委托人无法取得可抵扣
企业应税所得额的相关票据，不
能获得相应的税前抵扣，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及个人设
立慈善信托的热情。

落实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
策将会极大地推动慈善信托发
展。 实践中慈善信托设立时，委
托人及慈善信托本身的税收优
惠诉求主要是比照慈善组织给
予慈善信托同样的优惠政策。 与
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相比，慈善
信托在税收优惠等方面有很大
提升空间，亟需国家相关部门出
台税收优惠实施细则，促进慈善
信托发展。

� � 2020 年 1 月 12 日，第九届中国慈善年会在京举行，中国慈善
联合会信托委员会顾问、 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黎
颖露代表中慈联发布了 《2019 年慈善信托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

据慈善中国数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备案慈
善信托 273 单，财产规模 29.35 亿元，慈善信托数量逐年递增。

《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慈善信托数量增长而规模下降，慈善
信托单笔规模以百万以下级别居多； 慈善信托备案单位集中在东
部地区；慈善信托期限仍以短期为主；自然人委托人显著增加 ，企
业仍是慈善信托委托人的主力；受托人仍以信托公司为主。

《报告》 显示，2019 年明确以扶贫为目的的慈善信托共计 51
单，较上年增加 3 单，财产规模达 2.6 亿元，是上年的 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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