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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设立慈善信托财产达 11.01亿元
3 月 7 日， 中国慈善联合会

在京发布《2018 年慈善信托发展
报告》。 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
慈善信托行业发展态势整体良
好， 新设立的信托财产达 11.01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5.04 亿元，
同比增长 84.42%。 新设立慈善信
托 79 单，同比增长 75.56%。

设立期限以短期为主

据报告，2018 年，短期（5 年
期及以下）、10 年期和永久存续
期限的慈善信托设立数量均有
明显增长， 而中长期（20 年-50
年期）慈善信托的设立数量增长
稍缓。 其中，短期慈善信托设立
单数最多， 有 38 单， 占总数的
48.10%。永久存续期限和 10 年期
的慈善信托设立数量分别为 19
单和 12 单。 20 年-50 年期的慈
善信托只有 3 单， 仅占总量的
3.80%。 可见，慈善信托的发展还
存在短期效应，多以特定任务导
向为驱动，例如扶贫、救助等需
要短期体现成效的公益项目。

区域发展尚不均衡

报告显示，2018 年共有 1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民政厅
（局）进行过慈善信托备案。 从慈
善信托备案的财产规模看，浙江
省备案的慈善信托财产 8.69 亿
元，名列第一；广东省和北京市

依次为第二、第三名，慈善信托
的财产规模分别为 1.11 亿元和
3266.26 万元。此外，本年度山东、
甘肃、青海、四川、陕西、江苏、江
西、福建、河南、上海、重庆等地
均继续开展慈善信托备案工作，
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分别
完成了首单慈善信托备案。 山西
省、贵州省、安徽省、海南省曾在
2017 年进行过慈善信托备案，但
2018 年无慈善信托备案。

概括说，慈善信托备案主要
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
及扶贫需求强烈的黄河、长江中
上游省、市。

信托公司任受托人模式持
续升温

2018 年设立的慈善信托中，
逾 80%选择信托公司作为受托
人，10%选择信托公司与基金会
作为共同受托人，7%由基金会
作为单独受托人。 可见，目前多
数的慈善信托仍采取由信托公
司作为独立受托人或在共同受
托人中担任主要受托人的业务
模式。

2016 至 2018 年间， 全国共
有 42 家信托公司设立了慈善信
托， 占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总数
的 61.8%。2018 年，万向信托设立
的慈善信托财产规模最大，为
8.68 亿元；五矿信托设立的慈善
信托数量最多，有 7 单。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目前，
已有 16 家基金会成为慈善信托
的受托人或共同受托人。 由基金
会单独设立的慈善信托财产在
2018 年增长较快，达 3650 万元。

信托财产来源更加广泛

近三年来，我国慈善信托财
产规模在万元级别的有 72 单，
占总数的 49.32%；百万级别有 50
单，占总数的 34.25%；千万级别
和亿元级别分别为 20 单和 4
单， 其中 2018 年规模在千万元
级别及以上的共有 12 单， 其中
有两单超过亿元。

在 2018 年慈善信托实践
中，自然人、企业、慈善组织及
社会团体、 政府部门都可成为
委托人。 除了有不同类型的委
托人共同设立慈善信托外，还
出现了慈善信托设立时为单一
类型委托人， 后续定向开放募
集为复合类型委托人的情形，
这表明信托财产的来源呈现出
动态、多元的特点。

另外，政府专项基金也可成
为慈善信托财产。 2018 年由政府
部门委托设立的慈善信托共有 6
单。 年初在广东省民政厅备案的
“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慈善信
托”， 成为首个以政府部门为委
托人，慈善组织为受托人的慈善
信托。 政府专项资金用于设立慈
善信托，是政府公共职能服务创

新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对于慈善
信托财产来源的可持续性起到
了补充作用，也有助于对慈善信
托项目进行全流程的属地监督。

扶贫创新模式频现

2018 年，多家信托公司在慈
善信托产品设计上实现创新，带
动了更多慈善资金和项目资源
参与扶贫。

一是慈善信托助力脱贫攻
坚。 2018 年设立的慈善信托中，
涉及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
扶贫的有 48 单， 且多数属于精
准扶贫范畴。 信托公司凭借其资
本管理经验和专业金融服务手
段，为脱贫攻坚做贡献。 中国信
托业协会数次组织信托公司奔
赴甘肃临洮、内蒙古乌兰察布等
贫困县、旗，鼓励支持中航信托、
长安信托、 中诚信托等 11 家信
托公司落实扶贫项目。

主要创新模式有“慈善信
托+企业贷款”、“慈善信托+股
权投资”、“产业扶贫+精准帮
扶”等。

二是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
紧密融合。 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
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性，二者的
信托架构均具有事务管理属性，
具有良好的衔接性。 2018 年，在
以委托人需求为导向的家族慈
善信托业务中，出现了“先行信
托+慈善信托”、股权家族慈善信

托等模式，这些创新有助于高净
值客户财富和尽社会责任精神
的双重传承。

3 月 9 日，北京大学镜春园，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
会工作研究中心，第七届林护杰
出社会工作奖在此颁出。 同时举
行的还有“家庭为本反贫困社会
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
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童敏、深
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社会学
系教授易松国荣获林护杰出社
会工作学人奖， 同时还颁出了 2
个服务项目奖、4 个实习项目奖、
4 个学生奖。

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设立
于 2012 年， 旨在奖励内地社会
工作教育、社会工作服务管理和
实务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
学生和服务项目。

十年七届林护杰出社会工
作奖

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是“林
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基金”的
子项目， 由香港林护基金会设
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
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
举办，旨在奖励内地社会工作教
育、社会工作服务管理和实务工
作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学生和
服务项目，以提升社会工作的专
业化水平，促进中国大陆地区专

业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
务的发展，从而承担起社会工作
专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希望设立这一奖项来
支持、奖励、激励默默耕耘的社
会工作者。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
联盟前任主席、香港理工大学前
副校长、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共同
主任阮曾媛琪表示。

2019 年，林护社会工作培训
及发展基金-林护杰出社会工作
奖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在这十
年里，我国的社会工作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 2018 年，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突破 100 万人。 全国近
500 所高校每年培养 4 万名社会
工作专业毕业生。

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已经

评选到了第七届。
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学人奖

旨在奖励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实践、研究等领域发展作出杰出
贡献的学者。 林护杰出社会工作
学生奖旨在奖励积极进行社会
工作专业研究，积极参与社会工
作本土实践，有志于投身社会工
作事业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林
护杰出社会工作实习项目奖及
社会服务项目奖旨在鼓励和表
扬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
工作，并能推陈出新的社会服务
项目。

据“林护社会工作培训与发
展基金” 项目执行人， 北京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
作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马凤芝介
绍，十多年来，“林护社会工作培

训及发展基金”和“林护杰出社
会工作奖”已经举办了全国范围
的培训会议 9 次， 有 14 个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28 个社会工作实
习项目、28 名学生和 10 位学者
获得了奖励。

这些奖项是如何评出的呢？
据第七届“林护杰出社会工

作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王思斌教
授介绍，奖项接受全国社会工作
领域的老师和同学的申请。 本届
评选共收到“林护杰出社会工作
奖”学生奖申请人 35 人，社会工
作实习项目奖申请 11 项，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奖申请 22 项，学人奖
申请 3人。 经过由来自内地和香
港的学者、实务工作者、社工领域
管理者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四
轮评审，最终得出了结果。

搭建平台探讨社工反贫困

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不仅
是评奖，还搭建了一个促进国内
外社会工作者之间专业交流的
平台，也为国际社会工作贡献中
国的经验。 在颁奖的同时，会同
时围绕社会工作领域的相关主
题进行研讨、交流。

2019 年是我国实施脱贫攻
坚的关键一年，也是我国社会工
作界响应政府号召、积极主动参

与脱贫攻坚并取得关键性成果
的一年。

早在 2017 年，民政部、财政
部、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关于
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的指导意见》 就提出，要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组织协
调、资源链接、宣传倡导的优势，
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帮助
贫困群众建立健全社会支持系
统， 支持贫困群众提升自我脱
贫、自我发展能力。

为了进一步厘清社会工作
参与脱贫攻坚的理念，使脱贫攻
坚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在颁奖的
同时，还举行了“家庭为本反贫
困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讨
会。 反贫困社会工作领域专家、
反贫困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实务
领域专家等共同就此话题进行
了研讨。

“实施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
贫计划要注重用优势视角挖掘
潜在资源，通过一系列专业活动
为贫困群众赋能增权，帮助其转
变观念，树立信心，提升能力，切
实走出一条社会工作扶心扶智，
扶能扶智的扶贫之路，真正帮助
贫困群众实现精神、 物质双脱
贫。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
会工作司副司长伊佩庄在致辞
中表示。

第七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颁发

学人奖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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