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关注的是， 创新和探索
的背后， 其实是慈善信托发展过
程中仍在面临的挑战。

有业内人士指出， 慈善信托
的概念自 2016 年在我国首次提
出以来， 一直被视为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中的后起之秀， 被多方寄
予厚望。然而，一个信托架构涉及
到委托人、受托人、监察人、托管
人（开户行）、受益人，虽然从架构
上赋予了委托人包括但不限于知
情权、解任受托人、要求变更管理
财产的方式、 撤销权以及财产独
立性等更多的自主权， 但也带来
了更复杂的专业门槛。

在慈善激励方面，有业内人
士指出，距离《慈善法》从立法层
面提出“慈善信托”概念至今仅
五年，由于涉及民政、税务、金融
等垂直领域，慈善信托的捐赠发
票依旧未有解决方案，这导致了
“同样是做公益， 社会通过税收
政策激励捐赠行为；对于慈善信
托，却没有更多有效激励”。 在托
管人（开户行）信托专户方面，由
于慈善信托跨公益慈善以及金
融信托领域，往往会遇到开户困
难的问题。

此外， 虽然慈善信托受托人
需要帮助委托人实现慈善意愿，
根据委托人意愿帮助委托人筛选
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并跟进实
施、反馈调整。 然而，本应更加了
解慈善信托的基金会和慈善组
织， 恰恰可能是不懂慈善信托的
运作机制的一方。 由于涉及大量
信托专业领域知识和实践， 目前
大多慈善信托受托人由信托公司
担任。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 广州正
联动多方探索， 一方面鼓励社会
在慈善信托设立之时探索创新，
摸索持续运作模式， 通过悦尔·
2021 公园十九艺术文化发展慈善
信托以及粤财信托·知行 2021 文
化发展慈善信托等慈善信托的设
立，在实践中打开突破口；另一方
面，也及时印发《广州市慈善信托
备案管理指引》， 细化备案流程，
强化规范指引， 有序指导开展慈
善信托业务， 并率先启动广州市
慈善信托评估指引及指标体系的
制定工作， 组建慈善信托评估委
员会，涵盖税收、金融、法律、慈善
等各个领域专家学者， 为慈善信
托提供发展模板。

“短期来讲，法人机构、社会
团体和富有家庭是我国慈善信托
的主体；长期来讲，老百姓、普通
家庭会有更多的参与。 越来越多
的乐于参与慈善事业的家庭可以
建立属于自己的慈善信托， 共同
推进我国的社会进步。 我自己想
做的善事， 专业机构来帮我履
行。 ”原中国银监会非银司司长、
中国信托业资深专家高传捷这样
讲述慈善信托的主要特点。

慈善信托评估委员会成员、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谢玲丽对此颇为认可。 在
她看来， 广州有良好的公益慈善
氛围，未来，慈善信托在实现共同
富裕中将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成为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工具。
她指出，如今，社会对于公益慈善
的认识日趋成熟，随着社会发展，
越来越多社会人士、企业意识到，

“有效实现家族价值、企业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长期平衡， 是家族与
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这
时， 公益慈善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场与平衡器。 ”

谢玲丽分析道， 随着公益慈
善事业的深入人心，“基于慈善信
托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越来越多
的乐于参与慈善事业的家庭可以
建立属于自己的慈善信托，同时，
从趋势上看未来的主流很有可能
是股权类慈善信托。 ”她说，很多

人觉得大额捐赠会带来短期较大
的流动性压力， 但股权捐赠不仅
回避了这一问题， 而且会更为持
续长久，同时，也能促使各方更深
入参与慈善信托的治理与运营。

“但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相对
完善的慈善信托治理指引，以便
更好地实现慈善信托目的、提升
信托资产运营效益，提升信托的
运营合规，并为慈善信托的高效
设立提供指引。 广州其实已经在
数量和质量方面积累了一定经
验， 可以进一步系统梳理和总
结。 ”谢玲丽透露，接下来，其律
所将会同各方专业力量，联动广
州市民政局论证起草更为全面，
且具有实战价值的慈善信托治
理原则指引，“希望慈善信托的
各方参与者可以通过一个完善
清晰的原则框架，根据自身需要
构建更为可靠的信托治理结构
与机制，更有效地发挥慈善信托
的结构性力量。 ”

而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亦表示，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科研
院所、专业团队的联动交流，进一
步推动慈善信托健康持续发展，
助力慈善信托持续朝着更专业、
更透明、 更高效的方向前进，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彰显重要社
会价值。 （据《善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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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备案 17单，广州探路慈善信托

据了解，2016 年慈善法
实施后，广州市政府第一时间
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 专门提出
大力发展慈善信托，推动慈善
信托成为广州慈善事业的新
动力，鼓励和吸引越来越多的
民间力量参与慈善。

此后， 广州市民政局联合
市文明办印发的《广州市创建

“慈善之城” 提升工作方案
（2017—2020年）》及《广州市创
建“慈善之城” 提升工作方案
2020—2022年》 均提及这一新
生事物， 鼓励社会各界运用慈
善信托方式参与慈善活动。 这
一新模式的特点，恰恰在于“信
任委托”。 过去，一位爱心人士
如果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和探索思路， 仅捐赠还远远不
够，他们希望有主导权。 然而，
设立基金会往往需要面对运营
成本高，且需要具备专职人员、

办公地点等问题。
慈善信托委托人可与受托

人协商确定信托财产规模、期
限和终止条件， 有完善监管机
制， 可以明确将财产用于自己
关注的领域或社会服务的特
点，回应了以上特点。2016年至
2021年， 社会多方开始试水慈
善信托， 共备案慈善信托 17
单， 财产规模达 3930.36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慈善信托
的关注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
个性化的特点， 有的聚焦教育
助学，有的关注扶贫济困，还有
的帮扶困境儿童， 更有的着眼
于艺术文化事业发展。

而这些慈善信托在设立
的同时，也在探索更持久的运
作模式。

其中，悦尔·2021公园十九
艺术文化发展慈善信托是广州
市首例慈善组织作为单一受托
人的慈善信托， 也是广东首例

以艺术文化发展为信托目的的
慈善信托，按照委托人意愿，资
助贫困艺术家等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 规定的公益
活动， 并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
资助模式， 可永久存续———即
受资助的艺术家在未来可选择
向慈善信托进行“回捐”，实现
良性循环发展。

而粤财信托·知行 2021
文化发展慈善信托则由爱心
企业出资，广东省千禾社区公
益基金会担任委托人，粤财信
托担任受托人，资助社区营造
及乡村振兴相关领域公益项
目和慈善活动，其特点则在于
在信托架构增设“捐赠人”角
色，增加与使命愿景相契合的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作为委托人，实际捐赠人在享
受税收激励的同时对慈善信
托资金运用与存续期决策管
理进行有效参与与监督。

日前，广州成立慈善信托评估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暨委员聘任仪式。 首届委员
由 11 位专家学者、行业实践者担任，他们来自慈善、金融、法律、税务等领域，未来

将发挥各自的专业能力与优势，进一步规范广州慈善信托工作。
区别于传统的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是委托人将财产委托受托人，要求按其意愿管理和

开展慈善活动，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和公益思路具象化的一种公益信托。 由于更灵
活，也更体现个人的公益慈善理念，慈善信托被不少人视为未来推动第三次分配，带动企
业、个人参与公益慈善的重要方式。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首次以立法形式提及慈善信托。 也是那
一年，广州开始探索慈善信托，五年过去了，从第一单慈善信托到第 17 单 ，从财产规模为
零到汇集 3930.36 万元善款，出现了在全国都凤毛麟角的由慈善组织作为单一受托人的慈
善信托。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广州慈善信托从顶层设计制定政策，在制度创新
设立指引，专业支撑方面更是组建了慈善信托评估委员会，一系列举措正推动行业发展，撬
动人们设立慈善信托的积极性。

但目前慈善信托仍属于新生事物，其运作模式还需不断探索和完善，民政部门相关负责
人和业界专家认为，接下来广州应该联动多方专业力量回应信托痛点，完善慈善信托生态，
探路慈善信托发展新路径。

【突破】
探路慈善信托，广州多方探路

【现状】 慈善信托成为新选择，广州多方试水

【展望】
打造慈善信托标准，广州慈善信托发展可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