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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慈善信托设立完成
■ 本报记者 王勇

� � 10 月 8 日，承德露露和万向
德农分别披露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豁免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及“万向三农集
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的事项，同时公告《收购报告书》
及券商顾问报告和律所法律意
见书。

至此，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慈善信托的设立工作全部完成。
这一慈善信托的初始信托财产
是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

万向三农集团由鲁冠球和
鲁伟鼎于 2000 年出资 6 亿元创
立。 目前其对应的财产规模超过
60 亿元。

根据“慈善中国”的数据，目
前我国已备案慈善信托 110 个，
财产总规模 16.613352 亿元。 无
论是按照 60 亿元的规模， 还是
按照 6 亿元的最初出资额，鲁冠
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都可
以说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慈
善信托。

这一慈善信托是如何设立
的，尤其是涉及股权，具体是如
何操作的呢？ 其慈善财产又将如
何使用？

为了三农，将年营收 50 多
亿元集团股权全部捐出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
信托是为了纪念万向集团公司
创始人、 万向董事局主席鲁冠
球， 并且遵循他的情怀境意，由
其子鲁伟鼎设立和命名的永久
存续的慈善信托。

鲁冠球是我国著名企业家，
10 月 24 日，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
企业家名单》中就有鲁冠球。

鲁冠球经常说：“我对农民
有感情， 为农民做事是一种快
乐。 ”让农村发展、让农业现代
化、让农民富裕是鲁冠球一生的
愿望，也是万向三农集团之本。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
信托的初始财产就是万向三农
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万向三
农集团由鲁冠球和鲁伟鼎于
2000 年出资 6 亿元创立，是万向
服务于“三农”的农业产业集团，

拥有远洋捕捞、种业、杏仁露、山
核桃基地等几大系列农业产品。

万向三农集团是两家上市
公 司 承 德 露 露（sz000848）
40.68% 、 万向德农（sh600371）
48.76%的最大股东， 并且持有航
民股份（sh600987）6%的股份。

万向三农集团还绝对控股
浙江省远洋渔业集团、浙江大洋
世家股份公司、杭州品向位食品
公司、新疆硝石钾肥公司、洛阳
氟钾科技； 参股万事利集团、网
商银行和万向财务公司。 万向三
农集团是网商银行的主要发起
人股东，持股比例 18%。

2017 年，万向三农集团的营
收达 53.7 亿元， 净利润约 13 亿
元。 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目前市
值在 40 亿至 50 亿元，未上市公
司资产同样极为庞大（仅在蚂蚁
金服作为大股东的网商银行中
的占股就极为可观）。

“万向三农集团做农业能够
积累这么多资产， 很不容易，一
下子就捐出来了。 ”万向信托慈
善信托部总经理、家族办公室负
责人李元龙表示。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
信托的财产及其收益全部用于
慈善目的，家族成员不享有信托
利益。 其宗旨是：让农村发展、让
农业现代化、让农民富裕，以影
响力投资、以奋斗者为本、量力
而行做实事。

遵循法律 ， 完成备案 、股
权、工商事宜

按照《慈善信托管理办法》，
设立慈善信托，需签订慈善信托
文件，然后到受托人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作为委托人，2018 年 6 月 27
日，鲁伟鼎签署《鲁冠球三农扶
志基金宪章》、《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章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
金慈善信托合同》等信托文件。

作为受托人，6 月 29 日，万
向信托股份公司完成全部信托
文件签署，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成立，并完成民政部门的慈善信
托备案。

目前，在“慈善中国”已经可
以查到该慈善信托的备案信息。

其备案编号为 3301000000006，
备案机关为杭州市民政局，其信
托财产总规模为委托人持有的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 6 亿元）。

由于该慈善信托是股权信
托，涉及股权转让，且涉及多家上
市公司，按照《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的要求，还必须走完相关程序，
以完成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

6 月 29 日下午收盘后，万向
德农、承德露露披露《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设立慈善信托的提
示性公告》；航民股份披露《关于
公司股东设立慈善信托的提示
性公告》。 航民股份因权益变动
超过 5%但不足 20%，已于同日公
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7 月 2 日，万向德农、承德露
露因权益变动超过 30%，分别披
露《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向证监会
分别提交关于万向德农、承德露
露的《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

9 月 1 日，万向德农、承德露
露分别披露《鲁冠球三农扶志基
金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文件
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9月 19日，万向德农、承德露
露分别披露《鲁冠球三农扶志基
金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文件一
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版）。

9 月 29 日，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承德
露露和万向德农的《关于核准豁
免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要约收
购股份义务的批复》。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完成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万向三农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过户至鲁
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

10 月 8 日，承德露露和万向
德农分别披露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豁免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及“万向三农集
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的事项，同时公告《收购报告书》
及券商顾问报告和律所法律意
见书。

至此，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慈善信托的设立工作全部完成。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
信托实际上成为承德露露和万

向德农的间接控股股东。
相对于将股权捐赠到慈善

组织，慈善信托的设立操作起来
更为方便。“这是金融机构的优
势所在，因为我们之前操作过很
多类似的财产权的信托， 工商、
税务部门也更好理解我们一
些。 ”李元龙表示。

按照宪章，助力乡村振兴

据李元龙介绍，鲁冠球三农
扶志基金慈善信托实行董事会
决策、受托人管理、信托监察人
监督的制度。

目前， 首届董事会已经成
立。 其中既有家族成员，也有外
部成员， 包括鲁伟鼎、 李鹂、肖
风、傅志芳、莫凡。 首任信托监察
人为鲁泽普（由委托人指定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履职）。

该慈善信托财产和收益将
全部用于开展慈善活动或由万
向三农集团继续开展三农相关
产业投资，以公益精神和社会参

与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由于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慈善信托是股权信托，目前账面
没有现金。“年度支出数额主要
取决于我们能够拿到多少分
红。 ”李元龙表示。

据李元龙介绍， 具体资金如
何使用， 董事会目前正在制定资
助管理办法。在资助方式上，除了
将一部分资金直接给到受益人
群，更多将投入持续性的项目。

更多的信息，“我们将按照
规定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备
案的民政部门报送。 此外，到上
市公司全部披露完以后还会再
披露最近一年度的年度报告。 ”
李元龙表示，“这样既符合民政
部门的要求， 也符合上市公司
的准则。 ”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
信托的出现，离不开《慈善法》所
营造的成熟的慈善环境。 在《慈
善法》的促进下，股权捐赠、慈善
信托等新的参与慈善的方式，正
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实践。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