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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月 13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
与中国信托业协会联合发布
《2022 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慈
善信托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从
备案单数和规模来看，截至 2022
年年末，我国慈善信托累计备案
数量达到 1184 单， 累计备案规
模达到 51.66 亿元。其中，2022 年
备案数量达到 392 单，比 2021 年
增加 147 单，创历年新高；备案
规模 11.40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4.93 亿元。

从地域来看，慈善信托备案
区域范围更加广泛，备案机关数
量持续增长，46 个民政部门实现
首次备案突破，全国慈善信托备
案地区累计覆盖 28 个省级行政
区； 从慈善信托的财产规模来
看，浙江省、广东省、甘肃省累计
备案规模领先，其中浙江省累计
备案规模达到 15.38 亿元， 是目
前唯一突破 10 亿元的省级行政
区；广东省、甘肃省分别为 9.12
亿元和 7.97 亿元；浙江省、北京
市、 广东省 2022 年度备案规模
领先，其中浙江省备案规模超过

4 亿元，北京市、广东省也分别达
到了 2.44 亿元和 1.27 亿元。

《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慈
善信托发展迈上新台阶，主要表
现在：

一是慈善信托的发展速度
不断加快。 2022 年新设慈善信托
单数呈加快增长态势， 规模较
2021 年增幅达到 76.24%， 接近
2018 年即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开
局之年的年度备案规模历史高
点。 2022 年累计备案慈善信托数
量突破 1000 单， 备案规模 11.40
亿元。 慈善信托受托人队伍加速
扩大， 累计有 65 家信托公司和
121 家慈善组织担任受托人开展
慈善信托业务，其中三家信托公
司和 58 家慈善组织首次担任慈
善信托受托人。

二是慈善信托的发展质量
明显提高。 2022 年慈善信托备案
规模涵盖多个区间，满足不同财
产规模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的
需求。 全年备案规模 1 亿元及以
上的慈善信托有三单，为历年最
多。 慈善信托的设立更加普惠，
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下的慈善信
托数量增长迅速。 慈善信托的基

层化发展态势突出，2022 年有
137 单慈善信托在区县级民政部
门备案， 占全年备案数量的
34.95%。 慈善信托的管理更为规
范， 在设置监察人的慈善信托
中，有 78.84%的慈善信托选择律
师事务所担任监察人。 慈善信托
的期限更加灵活，无固定期限慈
善信托数量和占比持续提升，5
年期以上（含永续）型慈善信托
数量也保持较大比例， 满足
了不同类型慈善项目的开展
需求。

三是慈善信托的社会价
值持续提升。 慈善信托更好
地满足了不同性质、 不同资
金规模的委托人开展慈善活
动的个性化需求。 慈善组织
作为委托人的慈善信托数量
最多， 期限和规模都较为灵
活； 企业作为委托人的慈善
信托规模较大， 且更加关注
慈善活动的永续运行； 个人
作为委托人的慈善信托在数
量上保持稳定， 高净值个人
客户更加踊跃参与； 行业协
会、 政府机关对慈善信托的
探索更加深入；“企业+慈善

组织”“个人+慈善组织” 的混合
委托人模式有更多探索。 慈善信
托的目的更全面地涵盖了慈善
事业各个领域，教育和扶贫济困
始终是最受关注的方向，共同富
裕、乡村振兴主题的慈善信托快
速增长。 信托公司、慈善组织持
续开展慈善信托创新，探索非货
币型慈善信托财产，拓展慈善财
产来源渠道，进一步丰富委托人

类型，大力推进慈善信托模式创
新，更有效地引领慈善事业的创
新发展。

《报告》认为，促进慈善信托
发展，一是要鼓励慈善信托业务
创新，二是要提升慈善信托社会
影响，三是要进一步完善慈善信
托业务监管体系，四是要健全慈
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和信托财
产登记制度。 （王勇）

近日，“深喀同心·善行致
远”公益计划启动仪式暨喀什地
区文旅推介会在深圳市举行。活
动由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
流局、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对口
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喀什
地区民政局、喀什地区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 喀什市人民政
府、 塔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深
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和深圳壹基
金公益基金会承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深喀同
心·善行致远”专项基金，启动
了“深喀同心·善行致远”公益
计划， 并为首批善行公益计划
认捐企业家颁发爱心纪念牌。

深圳和喀什，一个在祖国的
南海之滨， 一个在西北边陲，两
地相距 5000余公里， 但万里之
遥也隔不断山海情深。 自 2010
年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开
展以来， 深圳作为 19个援疆省
市中唯一的计划单列市，对口支
援喀什地区喀什市和塔县。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晋
周在致辞中谈道，成立“深喀同
心·善行致远” 公益计划专项基
金， 是创新社会援疆体制机制
的有益探索， 有利于让更多的
企业、 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对
口援疆工作， 将进一步促进两
地交往交流交融。 他希望通过
公益行动助推两地商贸文旅、

国情研学、结对共建等活动，在
推进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更好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广大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在参
与对口援疆、助力乡村振兴、推
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勠力
同心、携手并进；专项基金精准
高效利用社会慈善资源， 更好
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两地企业及社会人士抓住国
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的战略发
展期，深度参与喀什经济社会建
设，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深圳援疆前指总指挥谢海
生谈道，“深圳对口支援新疆喀
什地区的喀什市和塔县，是一片
充满热血和希望的土地；今天举
办的‘深喀同心·善行致远’公益
行动计划，是一项充满价值和力
量的事业； 我们接下来要走的
路，也将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

程。有每一位有志者有爱者并肩
同行，我们的万里征途就不会孤
单也不会遥远。 ”

谢海生表示， 深圳援疆前
方指挥部发起“深喀同心·善行
致远”公益计划，是为完整准确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突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聚焦喀什所需、发挥深圳所能，
搭建公益计划的三位一体平
台， 无限放大社会力量和慈善
的力量共同参与援疆工作，推
动深喀两地商贸互动、 产业协
作、文化交流、社会帮扶，更好
展示喀什美好的发展前景，为
深喀两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
遇， 真真正正服务国家战略和
大局。

活动当天还采取慈善搭
台、经贸唱戏的方式，开展了
喀什地区旅游宣传及文旅项
目推介。 （皮磊）

� 近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启明创投
在京召开“启明创投·中国乡村
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2022 年工
作交流会。

据介绍，2022 年， 中国乡村
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共收到 342
位创业者申请，经过严格评审，有
8 家社会事业创业者、219 位产业
发展创业者入选 2022 年度乡村
创业者计划，分布在四川、宁夏、
甘肃、陕西以及湖北、江西、贵州、
云南等 8省 86个项目县。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
理事长刘文奎表示，20 位乡村产
业创业者获得了点位实训支持，
他们的合作社带动了 17715 户村
民发展；8家社会事业创业者通过
搭建资源动员平台，让资源“活”
起来，2022 年共募集善款 790 多

万元；在乡村养老、儿童关爱等社
会事业方面设计、 开展 8 个乡村
振兴公益项目。“中国乡村振兴创
业者支持计划正在成为社会力量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一大亮点，
获得了政府、社会好评。 ”

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
邝子平指出，启明创投和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合力，发挥创业投
资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双重优势，
将投资的思路用在公益事业上。

“我们用投资企业的方式， 选择
既是创业又带有公益性质的项
目，助力选择和培训、发展乡村
振兴创业者。 ”

据悉，2023 年， 中国乡村振
兴创业者支持计划将继续培训、
赋能乡村创业者， 全年计划培
训、赋能 200 名乡村创业者，在四
个县培育四家社会组织。 （李庆）

近日，斗鱼发布《2022 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全面展示了斗鱼在生态治
理、正向直播、公益事业、技术创
新、员工关怀等方面的实践与成
绩。 过去一年里，斗鱼秉持着“把
实事做好，将好事做实”的信念，
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向以年
轻人为核心的广大用户群体传
递正向价值。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斗鱼
正能量内容开播时长达 6.2 万小
时，直播场次近 1.2 万场；泛知识
类内容直播时长超 520 万小时，
较 2021年增长 25%。 上述直播为
用户提供了专业科普、社会人文、
慈善公益、 反诈技能等内容的生
动场景， 引导网友关注一线工作
者，传递对生活的共鸣与热爱。

《报告》显示，2022 年斗鱼发
起了 10 余个公益项目，覆盖关爱
青少年成长、乡村振兴、非遗文化
传承、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主
动承担起了企业社会责任， 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2022 年，第五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到来之际，斗鱼联合中国青
年报社举办了共青团“青耘中
国·秋收硕果”公益直播助农系列
活动。2022年 6月，在武汉市农业
农村局的指导下， 斗鱼携手武汉
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华为等机构，
共同推出了“数字江豚” 公益计
划。 在首期项目中，斗鱼设计上线
了六款形态各异、憨态可掬的“数
字江豚”藏品，并免费向网友在线
发放了 12000只“数字江豚”。

2022 年世界读书日当天 ，
斗鱼举办了“护苗·鱼阅计划”
公益项目，携手旗下深圳 DYG
电竞战队联合出资 66666 元，
捐建了武汉市江夏区法泗小学
鱼阅图书室。 此外，斗鱼公益团
队邀请专业设计团队设计了宽
敞、明亮的图书室布局，捐赠了
全套全新的书架、书桌椅等，并
精心挑选了 2000 册高质量书
籍，包括经典名著、人文社科、
童话故事等多个品类， 为孩子
们打造了一间“有温度”的图书
室， 传递了斗鱼对青少年成长
的温情关怀。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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