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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建友基金会“公益捐存”涉嫌违法
民政部门启动调查
� � 6 月 19 日，《公益时报》发表
《“公益捐存”———这个筹款“套
路”不一般》一文，报道显示，深圳
市辽建友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

‘辽建友基金会’）设立“财智投资
基金”，以“公益捐存”的方式，承
诺预期回报， 面向沈阳建筑大学
校友群体公开募捐。

该报道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公益时报》获悉，报道刊发后，民
政部执法处已很快将此事交由深
圳民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6 月 24 日上午，《公益时报》
记者电话采访深圳市民政局执
法监督处工作人员，了解目前进
展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公
益时报》记者，深圳市民政局已
于 6 月 21 日正式接到民政部有
关部门就此事的通知， 因 22、23
日适逢周末双休，便于 24 日（周
一）一早派工作人员到辽建友基
金会启动相关调查。 她表示，深
圳民政局执法部门会严格按照
相关执法流程推进此事，无论调
查结果如何，一定会及时通过公
开渠道予以公示。

根据此前的报道， 此事由网
友“简出桥”偶然发现，并向《公益
时报》记者反馈。 他认为，辽建友
基金会所谓的“公益捐存”筹款模
式与不久前被媒体报道涉嫌非法
吸储的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运
作形态颇为形似。

简出桥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该基金会在微信公众号对其
运作的“财智投资基金”公益捐存
项目描述如下———基金会按照章
程使用筹款项及其增值收益，并
向捐赠人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存
款利息，在投资周期结束后，捐赠
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全额收回
捐赠存款（捐存）的本金和存款利
息。 对照了之前媒体报道的河南
省黄河文化基金会项目运作模式
之后，简出桥认为，辽建友基金会
发起的“公益捐存”项目实质与其
相同，已经涉嫌违法。

心生质疑的简出桥尝试多种
网络工具对这家基金会所有的相
关线索进行了整体梳理， 最终在
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找到了该基金
会的基础登记信息，但在其官网、
微信公众号以及慈善中国等渠道
都没有找到其年检年报等方面的
任何信息。 同时令他有些吃惊的
是，在深圳市民政主管部门披露的
获得 2018年度税前扣除资格的社
会组织名单里， 辽建友基金会的
名字也位列其中。 ”

“一家正常运作的基金会，势
必要有常规的年检、年报信息。辽
建友基金会从 2015 年 11 月拿到
登记证书到现在快四年了， 任何
一个年度的年检年报都查不到，
那至少说明一个问题： 这家基金
会的运营是极其不公开、 不透明
的。 ”简出桥说。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
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公益律

师何国科审阅了有关这个项目
的公开材料后，从专业角度做出
了解读。

何国科说：“从目前看到的材
料来说，辽建友基金会推出的‘公
益捐存’ 及其运作模式属于典型
的‘银行吸储’模式，而非一种单
纯的慈善公益活动。 投入人，既是
捐赠人， 又是投资人， 基金会给
‘捐赠人’承诺返本付息，又开具
捐赠票据，这样的操作，跟《慈善
法》 关于慈善捐赠无偿的规定直
接相违背。此外，基金会也不能违
反国家金融监管的规定， 这样的
操作涉嫌非法集资。 ”

就简出桥提出的“查不到该
基金会年检年报等公开信息”等
质疑， 何国科表示， 仅就表象而
言， 该基金会的运行在透明公开
等社会公示方面做得显然很欠
缺，可谓肉眼看得到的“硬伤”，至
于是否通过年检年报， 相信有关
管理部门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否
则也不可能拿到 2018 年度税前
扣除资格，而且还进行了公示。

“如果了解一下河南省黄河
文化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你就会发
现， 该基金会的操作手法与辽建
友基金会的情况本质上是一致
的， 唯一不同的是黄河文化基金
会承诺给予捐赠人高额的收益，
辽建友基金会承诺给予银行同等
利息。 但这也不能说明辽建友基
金会在其中就没有获得高收益。
假如银行利息是三到五个点，一
些基金、 信托等理财类收益则远
远高于这个基数， 有可能达到九
到十个点。 即便按照承诺给予捐
赠人返点， 依然有不小的利润空
间， 那这家基金会在里面可能得
到的回报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基
金会是不是如其宣传那样将收益
用于慈善目的， 这个就要看更多
项目执行的材料了。 ”何国科说。

根据辽建友基金会公布的
相关资料显示，辽建友教育基金
会发起人陈志列承诺以其名下
的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为基金
会存款的本金和不低于 11.2%的
投资年收益兜底担保，并将不低
于 8%的超额收益拨备捐赠母校
（沈阳建筑大学）。 截至 2018 年
12 月统计，设立 3 年来，基金投
资收益超过 208 万元，其中捐赠
母校 160 万元、投资人分配存款
利息近 28 万元。

何国科认为， 基于目前可见
的所有相关资料， 辽建友基金会
大力宣传的“财智投资基金”公益
捐存的筹款项目已经涉嫌违法。
他强调，作为一家公益组织，从事
慈善公益是其第一宗旨， 进行投
资理财是基于保值增值目的。 基
金会做项目和理财的前提是不能
超出国家法律法规底线的要求。

《公益时报》记者电话联系到
辽建友基金会， 接电话的工作人
员表示， 基金会发起的“公益捐
存” 只对内部校友展开， 并不对
外。 对记者提出“2019 年度‘公益

捐存’是否已经募集资金达 1600
多万，”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那只
是一种宣传方式”。

但就在 6 月 18 日采访当天，
点开该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关
于此项目的几个认存进度表和认
存金额榜单赫然在目。 其发布的
一个项目排行榜显示， 截止到
2019 年 1 月 25 日 24 时， 该项目
已募集资金共计 1615 万元有余。

电话采访中， 这位辽建友基
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该项目已
经终止”。《公益时报》记者提出是
否可以与基金会秘书长做进一步
的交流，这位工作人员称“找谁都
是一样的答案”。

实际上， 根据今年初辽建友
基金会发布于沈阳建筑大学校友
总会官网的一篇文章， 财智基金
2019 年度认存到账 1650 万元。在
去年 12 月 25 日， 在财智三期开
放认存前一天， 发布于辽建友基
金会微信公号的文章说，财智三
期开始调整了投资收益分配比
例，将存款人利息分配从之前的
1.5%大幅度提高到 4.5%，“已超
过目前 2 376 款银行理财产品
4.31%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

来自同一网站的信息显示，
2019 年 3 月 13 日， 辽建友基金
会 2019 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
次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保三争
五”的年度目标，即今年基金募
集规模确保 3000 万元 、 力争
5000 万元。消息称，“为达到这一
目标，常务理事会议定了若干具
体措施，包括：提高投资人收益
比例、在扩大基金募集规模前提
下增加向母校捐赠额度、增加基
金运作透明度、扩大基金会宣传
规模和力度等”。

据《公益时报》记者掌握的最
新资料显示， 辽建友基金会曾被
深圳市民政局列入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拟列入《深圳市
市级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
关于此名录的后续反馈并无显
示。 具体原因不详。

另据简出桥向《公益时报》记
者提供的最新消息， 早在 5 月 30
日中午 14:35分， 他就通过电话向
深圳市民政局执法监督处实名举
报了辽建友基金会涉嫌违法一事。

为了尽快推动此事的查处，
他又于 6 月 21 日中午 13:39 分向
深圳市公安局实名举报。 他说自
己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尽一个公
益从业者的责任， 为的是让国内
公益慈善事业更加纯净、 更经得
起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审视。

据公开资料显示， 辽建友基
金会由沈阳建筑大学校友陈志列
倡议发起，属非公募基金会，成立
已三年有余。 该基金会发起人陈
志列目前担任深圳市工商联主
席，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 广东省工商联副
主席。

有关这一事件的进展，《公益
时报》将继续跟进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