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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慈善信托规模区间数量分布“� � 作为一种新型的慈善方式，近年来慈善信托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组织、
个人成立了慈善信托。慈善信托主要聚焦在什么领域？ 受托人主要是谁？ 社会组织是否正

在积极担任慈善信托的受托或委托人？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五周年，也是我国慈善信托诞生五周年之际，中诚信托

慈善信托工作室发布《2021 年度慈善信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系统总结了慈善信托五周
年发展成绩和特征。

《2021年度慈善信托研究报告》发布：

慈善信托五年备案 633单，规模达 34.87亿元

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

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被纳入我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2021
年 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初次分

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是继慈

善法颁布实施后，党和国家大力

对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收入

分配格局调整的重大部署，对慈

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社会组织的地位逐年凸显，

各地持续推进慈善行业规范发

展。2021年以来，福建、山东、湖
北、广州市分别制定《福建省慈

善事业促进办法》《山东省慈善

条例》《湖北省慈善条例》《广州

市慈善促进条例》，促进地方慈

善事业发展，具体表现在：简化

登记手续、推动慈善数据共享、

加强人才培养、将应急慈善活

动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等。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在全国
民政部门登记慈善组织 9367
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 2347家。取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

4136家。
在慈善信托运行评估制度

方面，去年广州市率先出台慈

善信托评估指引，明确了评估

原则、对象和内容、组织和职

责、评估程序等事项，涉及慈善

信托的规范管理、慈善目的的

实现、慈善信托的运用效益和

综合评价等四个一级指标和六

十八项具体评估指标，明确每

项具体指标的评分标准、证明

资料及分值。

第五年新增备案数量下滑

《报告》显示，自《慈善法》

2016年 9月实施以来，五年累
计备案的慈善信托数量达 633
单，财产规模达 34.87亿元。

第一年（2016年 9月 1日-
2017年 8月 31日）共备案 42单
慈善信托，备案财产规模为 8.29
亿元。第二年（2017 年 9 月 1
日-2018年 8月 31日）备案 59
单，规模为 7.93亿元。第三年
（2018年 9月 1日-2019年 8月
31日）共备案 130单，规模为
7.48亿元。第四年（2019年 9月
1日-2020年 8月 31日）共备案
224单，规模为 9.28亿元。第五
年（2020年 9月 1日-2021年 8

月 31日，亦称“本年度”）共备案
178 单，规模为 1.88 亿元，下滑
明显。

《报告》认为，第三年和第四

年受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需求

推动，慈善信托备案数量保持了

高速增长；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第五年慈善信托备案数量回

归到正常增长区间。此外，慈善

信托备案呈现一定的季节规律，

除 2020 年受疫情的特殊影响
外，备案时间主要集中在三四季

度，尤其以 12月备案数量最为
集中。

规模分布方面，第五年各区

间的慈善信托备案数量出现同

比下滑：规模在 100万以下的慈
善信托为 137单，规模在 100万
元（含）-1000万元区间的慈善
信托数量为 34单，规模在 1000
万元（含）-1亿元区间的慈善信
托数量为 7单，且首次没有出现
亿元以上的慈善信托。

甘肃、浙江累计备案最多

《报告》显示，慈善信托备案

的地区已覆盖全国 28 个省、直
辖市和自治区，中国大陆只有西

藏、广西、宁夏还未覆盖。第五年

新备案的慈善信托覆盖了全国

1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覆盖
地域与前四年基本持平。其中，

湖南省在 2021年首次成功备案
慈善信托项目“财信信托—南峰

助学慈善信托”，于 6月 30日在
湖南省民政厅备案。

在地区分布方面，甘肃、浙

江是累计慈善信托备案数量最

多的，分别达到 130 单和 109
单，也是仅有两个数量过百的省

级行政区域。其次是陕西省 49
单，北京市 48单，广东省 43单，
青海省 34单，天津市 33单，江
苏省 30 单，四川省 25 单，上海
市 20单。上述 10个省份的市场
份额合计占 82.31%。在第五年
新增备案数量最多的省市依然

是浙江、甘肃、陕西三地。

规模方面，已有 7个省市的
慈善信托累计规模过亿，分别为

浙江省（10.2 亿元）、甘肃省（7.6
亿元）、广东省（7.1亿元）、江苏省
（1.8亿元）、北京市（1.5亿元）、上
海市（1.5 亿元）、河南省（1.1 亿
元），随后是山东、陕西、安徽。上

述 10个省市的累计慈善信托规
模总和超过全国的 93%。

慈善机构委托人快速增长

受托人方面，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已有 88家机构担任
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其中包括信

托公司 60家，慈善组织 28家。
由信托公司担任单一受托人的

慈善信托数量为 570单，由慈善
组织担任单一受托人的为 15
单，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共同担

任受托人的为 48单。在本年度，
有 34家信托公司和 5家慈善组
织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其中 4
家信托公司和 2 家慈善组织为
首次担任受托人，分别为交银国

际信托、财信信托、国民信托、中

粮信托、温州市瓯海区慈善总会

和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万向信托和广大信托是慈

善信托累计备案数量和财产规

模均列入前两名的受托人。前者

受托 72 单、备案财产规模达
10.0亿元，后者受托 130单、备
案财产规模达 7.6亿元，两家机
构的规模之和超过全部慈善信

托财产规模（34.87亿元）的一
半。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年新备

案慈善信托数量最多的两家受

托人同样为万向信托和光大信

托，前者受托 41 单、规模达
5869万元，后者受托 35单、规
模达 3129万元。

分析慈善信托的累计数量

和财产规模，前十名里均有 9家
为信托公司，仅 1 家为慈善组
织。其中，备案数量最多的慈善

组织是天津市福老基金会（22
单），财产规模最多的慈善组织

是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4.9
亿元）。

委托人方面，由慈善机构和

个人作为委托人的慈善信托数

量增长显著。过去，企业是当年

备案慈善信托中委托人的首要

来源，历年由企业担任委托人的

慈善信托依次有 14 单、19 单、
54单、113单，占比超过三成甚
至五成，但第五年仅有 29单由
企业担任委托人的慈善信托，占

比跌至 16.29%。相对地，由慈善
机构作为委托人的慈善信托有

79单（比上一年增加 25单），由
个人作为委托人的慈善信托有

30单（比上一年增加 7单），增
长迅速。

《报告》认为，慈善机构委托

人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不论企业还是个人设

立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诉

求，需要通过向慈善机构捐赠并

由其担任委托人来实现；二是随

着慈善信托宣传推广，慈善机构

加深了对慈善信托的认识，并开

展了更多尝试和复制。

以浙江为例，区县一级的慈

善组织表现显著。目前杭州市高

新区、临安区、钱塘新区、桐庐

县、富阳区、余杭区、建德市慈善

总会等区县级慈善组织与万向

信托合作设立 20 余单慈善信
托，杭州市萧山区、拱墅区、上城

区、下城区、江干区等区级慈善

组织与杭工商信托合作设立 10
余单慈善信托。

教育和扶贫为主要领域

在慈善信托目的方面，单一

目的慈善信托共 412单，占比达
到 65.09%；多重目的慈善信托
共 125 单，占比 19.75%；综合目
的慈善信托共 96单，占比超过
15%。
《报告》统计和分析了过去

五年的慈善信托，发现涉及教育

的慈善信托共有 180单，涉及扶
贫的慈善信托共有 173单。另有
涉及卫生领域的慈善信托 137
单，这与 2020年以来大量以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为目的的慈善

信托的设立有关。

如今，乡村振兴慈善信托正

在积极开展中，已有 10单以乡
村振兴、美丽乡村、智慧乡村等

主题的慈善信托完成备案，如

“中诚信托 2020年度善爱·临洮
扶贫乡村振兴慈善信托”“五矿

信托—三江源乡村振兴”系列慈

善信托等。

《报告》认为，随着我国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慈善信

托能成为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慈善信托能成为实

现家族慈善的理想方式。不仅有

助于家族基业永续传承，也能为

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另一方面，慈善信托具有

目的全面、管理专业等优势，可

以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中的各项帮扶需求，同时，其

“信托”金融优势有助于发挥金

融工具的联合作用，整合各方

资源，持续性能稳固乡村振兴

成果。

（马兴帆/整理）

慈善信托财产规模前十的省市

慈善目的覆盖领域

（图表来源：《2021 年度慈善信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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