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指出，信托业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支持
科技创新，助力经济增长，促进
平衡发展， 全面提升了服务实
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截至

2021 年年末， 信托业直接投入
实体经济（不含房地产业）领域
的信托规模为 12.64 万亿元，占
全部信托资产余额的 61.5%，基
本涵盖了实体经济各个行业。

《报告》显示，信托业积极

响应国家决策部署， 创新金融
产品服务， 着力提升对乡村振
兴的支持力度。 信托业围绕乡
村振兴的丰富内涵， 支持特色
产业发展，开展文化教育帮扶，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助力乡村
治理完善， 将帮扶工作落到实
处。 截至 2021 年年底，信托公
司设立乡村振兴慈善信托 57
单，规模 7.92 亿元。 2021 年，发
生慈善支出 8499 万元，信托业
以慈善捐赠形式的帮扶支出
7794 万元。

在持续推进绿色发展方
面，信托业积极落实“双碳”战
略要求，充分发挥信托功能，有

效支持绿色产业资金需求，同
时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需求，
结合自身发展特点， 搭建绿色
信托体系。 截至 2021 年年末，
信托业存续绿色信托项目 665
个，规模 3318 亿元。

《报告》显示，信托业一直
以来积极主动投身公益慈善事
业。 信托业积极助力共同富裕
目标，致力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主动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通过
慈善信托等创新方式， 深入参
与扶老、救孤、助残、恤病、支持
科教文卫等公益慈善活动，持
续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
动担当社会责任。 截至 2021 年

年末，慈善信托财产规模 39.35
亿元，实际受益逾 54 万人次。

在完善社会责任管理方
面， 信托业持续增强社会责任
理念意识， 建立健全社会责任
管理体系， 积极将社会责任管
理工作融入企业价值观、 企业
文化及战略规划中， 推动社会
责任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体系
融合。 其中提到，信托业坚持贯
彻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促进
员工成长，加强员工培训，维护
员工权益，关爱员工生活，将员
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相
结合，实现企业、员工、社会共
赢局面。

”

近日，由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编制的《中国信托业社
会责任报告(2021-2022)》(以下简称《报告》)发布。

据了解， 这是中国信托业协会自 2013 年起连续编制发布的
第十份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从党建责任、经济责任、受
托责任、法律责任、民生责任、环境责任、公益责任、人本责
任、责任管理等九个方面集中展现了信托业 2021 至 2022 年
履责成果。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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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乡村振兴慈善信托 57单、规模达 7.92 亿元

中国信托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 � 2022 年 11 月 17 日 ，
美 赞 臣 公 益 基

金会迎来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并
首次披露两周年成绩单 ： 两年
来，美赞臣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
公益机构 ，在罕见病关爱 、儿童
早期营养 、抗疫救灾 、乡村振兴
等多个领域开展持续的公益行
动， 至今已为超过 14 万人提供
营养支持 ， 捐赠款物总价值逾
7000 万元， 覆盖广东、 甘肃、陕
西 、山东 、上海等多个省市 。 至
此，美赞臣公益基金会运用自身
在母婴领域的专长，探索出具有
美赞臣特色的公益共创之路。

聚合多方力量
守护罕见病宝宝

佳凡（化名）的女儿小七月
刚满 15 个月大。 与其他家庭一

样，听小七月叫“妈妈”，是佳凡
身为人母后最快乐的瞬间。 但与
其他家庭不同的是，小七月的成
长让佳凡格外揪心。 这一切，都
是因为小七月所患的罕见病。

出生不久， 小七月就被诊
断出患有甲基丙二酸血症。 这
一病症的成因是基因缺陷导致
代谢异常、 体内甲基丙二酸等
酸性代谢产物堆积， 从而引起
脑、肝、肾、骨髓及心脏等多脏
器损伤。 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
又被称为“柠檬宝宝”，一些患
儿无法开口说话、 无法听懂指
令， 身体和智力发育都非常迟
缓。 而“柠檬宝宝”群体也面临
着社会认知不足、诊断困难、误
诊率高、治疗费用高昂、缺乏有
效治疗手段等困难。

2021 年起，美赞臣公益基金
会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
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发起了罕
见病关爱项目，对甲基丙二酸血

症和丙酸血症患儿提供帮扶支
持。 小七月等“柠檬宝宝”成了罕
见病关爱项目的帮扶对象之一。

目前， 美赞臣公益基金会
积极调动美赞臣中国业务集团
国内国外资源， 希望构建起甲
基丙二酸血症专用特殊医学用
途氨基酸配方粉跨境购买渠
道， 为甲基丙二酸血症及丙酸
血症患儿提供营养支持， 让中
国“柠檬宝宝”能早日喝上救命
特殊配方奶粉。

与此同时，美赞臣公益基金
会通过开展医患交流会、拍摄科
普纪录片、 制作科普漫画等方
式，增强了公众和患者群体对疾
病的认知。 此外，该基金会还在
甲基丙二酸血症患者及丙酸血
症集中的地区和全国代谢病诊
治的区域中心，通过支持公益合
作伙伴， 建立综合服务中心，聘
请专职人员， 提供多学科诊疗、
康复评估综合支持等服务，并对

偏远地区患者提供线上咨询和
服务支持。

为了让更多人认知、 关爱、
支持罕见病患儿群体，美赞臣公
益基金会还与其他公益机构一
起联合新浪微公益，发起 # 看见
柠檬宝宝 # 话题，邀请众多明星
以及媒体一同为“柠檬宝宝”发
声，呼吁社会提高对甲基丙二酸
血症及丙酸血症的认知。

持续推动
“公益共创”模式

在“看见柠檬宝宝”线上公
益倡导活动中，美赞臣公益基金
会充分发挥自身规模优势，联结
明星资源、公益资源和渠道伙伴
力量，这也是美赞臣中国长期以
来一直推崇的“公益共创”理念。

据介绍，“公益共创”即通过
开展“公益+伙伴共创”的形式，
将公益合作方、美赞臣中国价值
生态圈中的重要伙伴以及产业
链条上志同道合的利益相关方，
转化为公益事业的“放大器”，带
动商业伙伴参与公益共创，共同
彰显公益价值、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使命。

美赞臣公益基金会荣誉理
事长、美赞臣中国业务集团总裁
朱定平表示，与上述“看见柠檬
宝宝”公益倡导类似的传播和合
作的方式，将一直是美赞臣公益
基金会及其他项目可参考的重
要方式。

探索公益的
更多可能性

除了将持续推进甲基丙二
酸血症及丙酸血症患儿群体援
助计划，儿童早期营养也是美赞
臣公益基金会关注的议题。 2022
年，通过开展“用爱传递 更好
开始”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的开
展，该基金会为偏远地区的留守

和困境儿童捐赠了价值超过
5500 万元的营养品。

为助力乡村振兴，美赞臣公
益基金会还向广东、江西等乡村
振兴县捐赠价值 900 余万元的
营养品。

此外，为助力抗击疫情，美
赞臣公益基金会还向上海、广
州、长春等地捐赠奶粉、N95 医
用防护口罩、 免洗手消毒液等
相关物资。 据统计，该基金会通
过各公益机构向上海捐赠超过
10000 罐配方奶粉。 两年间，基
金会还向河南、四川、甘肃等遭
受地震、 洪涝灾害的多个地区
捐赠营养品、 消毒酒精、 洗手
液、除湿器等物资，帮助当地开
展消杀及灾后重建， 为受灾群
众纾困解难。

成立两周年之际，美赞臣公
益基金会正对自身公益项目进
行更多延展。

据悉，美赞臣公益基金会正
在密切关注新手妈妈群体，聚焦
新手妈妈的情绪关照，期望未来
不仅能为妈妈们提供营养支持，
还能从心理上为她们赋能，让妈
妈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朱定平表示，美赞臣自 1993
年步入中国市场以来，致力于汇
聚全球资源，守护一代又一代中
国妈妈与宝宝一生更好的开始。
2022 年以来，美赞臣的公益事业
从关爱罕见病群体、支持生命早
期 1000 天营养的母婴专业领
域，延展到抗疫救灾、乡村振兴
等更广泛的社会性议题上。“展
望未来，我们坚信依托美赞臣公
益基金会这一独立平台，能让美
赞臣共建母婴健康新生态的探
索与实践推向更深、 更远处，探
索以更多维、 更整合的方式，凝
聚更多志同道合的力量，为中国
母婴群体带去有价值的支持与
帮助，在营养品行业中打造出企
业践行责任的新样本，助力健康
中国 2030 建设。 ”

美赞臣公益基金会成立两周年：
坚持共创模式，探索公益版图更多可能性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