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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证券捐赠过户新规出台
爱尔医疗、秦英林的股票捐赠已完成过户

什么是证券过户
去哪儿过户？

2019 年 8 月，爱尔眼科发布
的公告显示， 爱尔医疗拟捐赠 1
亿股爱尔眼科股票给湖南省湘江
公益基金会；2020年 4月，牧原股
份发布的公告显示， 秦英林拟向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捐赠市值
8亿元的牧原股份的股票。

要完成这样的捐赠， 必须把
股票的所有权进行转移。那么，如
何体现谁是股票的所有人以及所
有人的变更呢？ 中国结算的证券
登记服务正是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结算是经中国证监会
批准，依据《公司法》和《证券法》
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
法人。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分
别持有公司 50%的股份。 2001 年
10 月 1 日起，上海、深圳证券交
易所承担的全部证券登记结算
业务划归中国结算承担。

由中国结算出具的证券登
记记录是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
的合法证明。

像房产过户需要去房屋权
属登记中心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一样，只有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
过户登记，中国结算出具了过户
登记证明文件之后，股票的所有
权才真正转移。

证券捐赠过户
需要什么材料？

中国结算的《证券登记规
则》规定，证券因捐赠发生转让
的， 可以办理非交易过户登记。
那么，究竟该如何办理这样的过
户登记呢？

2011年，中国结算发布了《证
券非交易过户业务实施细则（适用

于继承、赠与、依法进行的财产分
割、法人资格丧失等情形）》。

其中规定，办理证券捐赠过
户登记需要提供省级（含）以上
民政部门或作为受赠方基金会
的业务主管单位对捐赠出具的
确认文件。

据中国结算介绍，2019 年 2
月，秦英林将所持有的市值 1 亿
元对应数量的牧原股份的股票
捐赠给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
在办理过户时提交的材料中就
包括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业
务主管单位———杭州市教育局
出具的对证券捐赠的确认文件。

也就是说，办理捐赠过户登
记不仅需要捐赠双方达成协议，
还要去找民政部门或业务主管
单位进行确认。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
深入，中国结算开始考虑是否能
够取消证券捐赠过户的这种行
政审批。

据中国结算介绍， 为了支持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维护证券市
场交易秩序， 在证监会大力支持
下， 中国结算多次就证券捐赠过
户业务取消行政审批的可能性以
及取消行政审批后的流程优化等
问题， 与民政部慈善事业和社会
工作司进行沟通。 民政部慈善事
业和社会工作司也高度重视，积
极推动证券捐赠业务流程优化。

2019 年 8 月 16 日， 中国结
算组织召开了证券捐赠监管工
作业务研讨会，邀请证监会市场
部、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
工作司、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
心、天津市民政局、浙江及江苏
省民政厅、苏州市民政局进行讨
论。 参会人员就优化证券捐赠业
务流程，以及证券捐赠部委联合
监管等内容充分交换了意见。

经多次讨论研究， 在证监会

市场部领导的指导和协调下，中
国结算提出的证券捐赠过户业务
优化方案得到了民政部的大力支
持，该方案取消了省级(含)以上民
政部门或作为受赠方基金会的业
务主管单位对捐赠出具的确认文
件， 改为在民政部提供的统一信
息平台“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上完成证券捐赠公示。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中国结
算正式对外发布包含新的证券
捐赠业务要求的《证券非交易过
户业务实施细则(适用于继承、捐
赠等情形)》。

《实施细则》规定，捐赠所涉
证券过户的，申请办理过户业务
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过户业务申请；2.捐赠协
议；3. 已在民政部提供的统一信
息平台———全国慈善信息公开
平台完成公示的证明材料；4.过
出方、 过入方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5.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两笔股权捐赠
是如何过户的？

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中
国结算很快办结了爱尔医疗、秦
英林的证券捐赠过户业务。

据中国结算介绍，爱尔医疗
希望将其所持的 2000 万股“爱
尔眼科”股份通过慈善捐赠的方
式过户至湖南省湘江公益基金
会。 为了了解《实施细则》发布后
证券捐赠的流程，爱尔医疗向中
国结算进行了业务咨询。

为稳妥办理此单业务，中国
结算指派专人对其进行了指导，
帮助捐赠双方补充完善了捐赠
协议中有关证券捐赠的条款，并
指导爱尔医疗和湖南省湘江公
益基金会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
平台”上完成公示。

5月 29日， 中国结算在收取
了爱尔医疗和湖南省湘江公益基
金会提交的全部业务申请材料后，
为其办理了证券捐赠过户业务。

随后，秦英林的证券捐赠过
户业务也很快办结。

秦英林打算将个人所持有的
市值 8亿元对应数量的牧原股份
通过捐赠的方式过户至杭州市西
湖教育基金会。 经过中国结算的
指导， 秦英林和杭州市西湖教育
基金会完成了在“全国慈善信息
公开平台”上的捐赠公示。

6 月 5 日， 在收取了秦英林
和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提交
的业务申请材料后，中国结算为
其办理了证券捐赠过户业务。

《实施细则》的发布实施，减
少了审批环节，简化了业务办理

流程， 显著提高了业务办理效
率， 同时也提高了市场透明度，
可以说是很好的促进了慈善事
业的发展。

股权捐赠
公示的内容是什么？

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在
办理证券捐赠过户之前，捐赠双
方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上进行了公示。 那么具体公示了
些什么呢？

作为受赠方，湖南省湘江公益
基金会、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通
过各自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
台”的账户进行了重大事件信息发
布。 发布的内容包括事件类型、具
体内容、相关金额、捐赠协议。

湖南省湘江公益基金会发
布的爱尔医疗捐赠协议及补充
协议显示：

爱尔医疗将向湖南省湘江
公益基金会捐赠 1 亿股“爱尔眼
科”股份，这些股份并非一次性
捐赠， 而是分批分阶段捐赠，时
间不超过五年。

捐赠用途上，湖南省湘江公
益基金会可以自由支配，用于章
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范围。

此次登记过户的 2000 万股
股票是爱尔医疗向湖南省湘江
公益基金会捐赠的第一批股票，
其历史成本为 165.8 万元。 捐赠
完成后，基金会将按这一金额开
具捐赠票据。

湖南省湘江公益基金会有
权直接依法变现股票，所得价款
用于捐赠目的。

湖南省湘江公益基金会可
以在基金会网站及其他媒体上
公开这一捐赠以及捐赠标的财
产的后续管理及使用情况，如项
目信息、年度报告、活动公告及
宣传海报等。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发
布的捐赠协议书显示：

秦英林为资助西湖大学筹
建，向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捐
赠其个人所持有的牧原股份市
值 8 亿元对应的相应数量股票，
具体捐赠股票数量以过户是的
股票价格确定。

秦英林此次捐赠的股票及
其收益，用于西湖大学基础研究
和前沿技术创新，助力西湖大学
人才建设与教学科研工作开展。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可
以在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
则下，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的目
的，用获捐的财产（股票）进行投
资，投资取得的收益要全部用于
上述目的。

� � 与现金捐赠不同， 股票捐
赠需要完成过户才算真正完
成。 那么，应该去哪儿过户，又
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

4 月 30 日 ，《证券非交易
过户业务实施细则 （适用于继
承 、 捐赠等情形 ）》（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发布 。 2011 年发
布实施的旧规同时废止。

在 《实施细则 》 指导下 ，
2020 年 5 月底， 爱尔医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尔
医疗’)捐赠给湖南省湘江公益
基金会的 2000 万股 ‘爱尔眼
科’股票完成了过户。

2020 年 6 月初， 秦英林捐
赠给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的
市值 8 亿元对应数量的牧原股
份股票完成过户。

与旧规相比 ，《实施细则 》
的规定有哪些变化？爱尔医疗、
秦英林的股权捐赠及过户是如
何实施的， 具体的捐赠协议又
是怎样的呢？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等进行
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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