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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中国首单“社群信托”正式签约设立
� � 2021 年 7 月 20 日， 我国首
单以关爱企业员工及其家属为
特定目的的“棠棣企业成员关爱
服务信托”（以下简称“棠棣信
托”）正式在广州签约。

棠棣信托系由广州栋方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艾圣
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共同作为
委托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担任受托人， 汉正家族办公室
（广州） 有限公司提供全程顾问
服务并担任监察人的全国首单

“社群信托”。
在此之前， 我国的信托产

品或服务主要为投资理财为目
的的营业信托、 社会公益为宗
旨的慈善信托和基于风险隔离
与财产管理为主要功能的民事
信托三类。 而棠棣信托以“关
爱、资助、帮扶委托人及其子公
司的患病员工、困难员工、退休
员工及其家属”为宗旨。 从形式
上， 棠棣信托似乎属于慈善信
托的一种， 但是，《慈善信托管
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慈善
信托的委托人不得指定或者变
相指定与委托人或受托人具有
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受益人。 从

受益人的角度而言， 棠棣信托
并不符合慈善信托的规定，故
棠棣信托从一开始就是根据信
托原理，按照信托法的规定，以

“特定目的信托”的模式进行设
计和操作。

就此，“社群信托”这一名词
的提出者，汉正家族办公室首席
顾问胡仕波律师介绍说：“以委
托人的在职员工及其亲属，或委
托人的家人亲戚、 亲朋好友、同
宗族人等特定群体为信托计划
的受益人，不仅在我国的现实生
活中具有广泛的需求，同时在我
国传统慈善文化中具有悠久的
历史。 其中，由伟大先贤范仲淹
父子于 1050 年在苏州设立、运
营长达近九百年之久的‘范氏义
庄’就是一家按照社群信托模式
所设立的‘家族慈善基金会’。 因
此，社群信托并不是新的信托模
式的发明，而是我国古代‘义庄’
‘族田’的现代改进版。 ”

为了了解棠棣信托的更多
细节，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唐新明和受托人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
负责人、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岳

冬分别就该单信托的设立初衷
和设立特点等做了介绍。

唐新明介绍说：“设立棠棣
信托是想帮助患病员工、困难员
工，希望能够给予员工及家属更
多的关爱和帮助，帮助其重建新
的希望，走向新的开始。 ”

岳冬介绍说：“在棠棣信托
当中， 大业信托作为受托人，不
仅可以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为企
业患病员工、困难员工、退休员
工及其家属等特定群体提供特
定信托服务， 助力企业良性发
展，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也是大业信托在为
社会提供信托服务方面的一次
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

为了进一步了解棠棣信托
的首发意义及社会价值等，慈
善信托研究专家高传捷做出了
介绍。

高传捷老师认为，棠棣信托
是全国首例以“关爱员工”为目
的的特定目的信托，具有典型的
示范性作用。 第一个示范性是在
企业和社会中起到带头作用，在
于企业把人才的重视、把发展成
果的共享，和党中央提出的共同

富裕，帮助困难人群等众多目的
合成一体；第二个示范性是在信
托发展中起到的示范作用，特定
目的信托是介乎营业信托和慈
善信托之间，没有具体的法条指
导可遵循， 也没有案例可参考，
所以说，棠棣信托是一个勇于创
新的非常好的实践案例。

关于首单社群信托，胡仕波
律师解释说：“‘棠棣’ 一词源自
《诗经》，古人常将‘棠棣之花’

比喻成兄弟。 故在项目参与者、
推动者的心目中， 棠棣信托不
仅仅是一个信托案例， 更是一
个慈善文化事件。 因为从更加
深远的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
棠棣信托的设立是建立在‘爱
有差等’ 的儒家文化基础上的

‘义庄’‘族田’等传统慈善模式
在中国的重返， 属于中华文化
伟大复兴的体现。 ”

（据新浪财经）

� � 习近平总书记 8 月 17 日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 会议提出“要加强对高
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依法保护
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
报社会”。

那么，实践当中，如何加强
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鼓励并
推动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
报社会？

除了会议提及的“加大税
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并提高精准性”之外，如何结合
高收入群体自身的精神和社会
价值上的需求， 激发其慈善意
愿，依托慈善法等法律法规，通
过慈善捐赠， 设立基金会和慈
善信托等方式， 达成会议所提

出的目标也是十分
值得研究的课题。

事实上， 在慈善
捐赠、设立基金会和
慈善信托之外，不久
前在广州设立的颇
具特色的“社群信
托” 也十分值得关
注。 该单命名为“棠
棣”的信托以“关爱、
资助、帮扶委托人及
其子公司的患病员
工、困难员工、退休
员工及其家属”为宗
旨。“棠棣”由广州栋
方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艾圣日

用化学品有限公司共同作为委
托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担
任受托人，汉正家族办公室（广
州）有限公司提供全程顾问服务
并担任监察人，系全国首单“社
群信托”。

我国《信托法》明确规定的
信托主要有营业信托、慈善信托
和民事信托三类。 从表面上，“棠
棣”社群信托似乎属于慈善信托
的一种，但是，《慈善信托管理办
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慈善信托
的委托人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
定与委托人或受托人具有利害
关系的人作为受益人。 从受益人
的角度而言，“棠棣”并不符合慈
善信托的规范，故“棠棣”从一开
始就避开慈善信托，而是根据信
托原理， 按照信托法的规定，以

“特定目的信托” 的模式进行设
计和操作。

为“棠棣”的设立提供全程
法律顾问服务的胡仕波律师表
示， 之所以将该类信托命名为
“社群信托”， 主要是基于受益
人为特定“社会群体” 这个角
度。 而且，以委托人所关注的特
定群体，如在职员工及其亲属、
家人亲戚、亲朋好友、同宗族人
等特定群体为信托计划的受益
人，不仅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
具有广泛的需求，同时在我国
传统慈善文化中具有悠久的
历史。

其中，由伟大先贤范仲淹父
子于 1050 年在苏州设立、 运营
长达近九百年之久的“范氏义
庄”就是一家按照社群信托模式
所设立的“家族慈善基金会”。 因
此，社群信托并不是新的信托模
式的发明，而是我国古代“义庄”

“族田”的现代改进版。
现实生活当中， 我国的高

收入群体，除了影视明星、社会
名流、 以及因成功的工商业运
营所产生的企业家群体外，高
科技、 互联网企业的部分员工
因持股计划和企业上市等也是
大批量产生高收入群体的原因
之一。

在过往的企业利益分配方
案设计中，虽然充分考虑和照顾
到了公司高管和骨干员工的
利益，但是，人数上占多数的
公司中层和基层员工的利益和

保障， 甚至其基本诉求常常被
忽视。 中国企业的这一分配现
状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
观和财富分配原则。 这也是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所
重点关切且旨在解决的社会
问题之一。

社群信托的出现，或许为这
个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
了一个新的思路。 即企业在“助
强”的同时不忘“扶弱”，一些高
科技、互联网企业通过员工股权
计划和企业上市“批量造富”的
同时，也不忘基层员工的基本保
障，通过社群信托的设立，帮扶
到企业的患病员工、 困难员工、
退休员工及其家属。 在国家社会
保障的基础上，再为企业全体员
工增加一份关爱和帮助。

信托专家高传捷对“棠棣”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棠
棣”是全国首例以“关爱员工”为
目的的特定目的信托，具有典型
的示范性作用。

第一个示范性是在企业和
社会中起到带头作用，在于企业
把人才的重视、把发展成果的共
享， 和党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
帮助困难人群等众多目的合成
一体；

第二个示范性是在信托发
展中起到的示范作用，特定目的
信托是介乎营业信托和慈善信
托之间，没有具体的法条指导可
遵循，也没有案例可参考，所以
说，“棠棣”信托是一个勇于创新

的实践案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首

单“社群信托”之所以会落地广
州，和广州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浓
厚的慈善氛围是分不开的。 事实
上，为大力推动广州市慈善事业
的健康发展，2021 年 5 月 26 日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州
市慈善促进条例》。 该条例第二
十七条明确规定：“鼓励城乡社
区组织、单位在本社区、单位内
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
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的，
可以依法委托慈善组织进行财
产和项目管理或者依法设立慈
善信托”。

即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施
行的《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的
相关规定事实上为社群信托的
“慈善”属性给予了肯定，同时
也为慈善信托和社群信托的协
同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这个角
度而言，社群信托通过“棠棣”
落地广州， 走向社会可谓正当
其时。

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借着党的
政策东风，以企业家为主的社会
贤达们将会纷纷行动起来，以各
种方式“更多回报社会”。

而“社群信托”则从广州起
步，走向粤港湾大湾区，走向全
国，为企业基层员工在内的众多
弱势、困难“社群”带去社会的关
爱和党的温暖。

（据微信公众号“商榷”）

汉正家族办公室首席顾问胡仕波：
“社群信托”推向社会正当其时

棠棣企业成员关爱服务信托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