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8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与中国信托业协会联合发布《2021 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累计慈善信托备案 773 单，财产规模达 39.35 亿元。 其中
2021 年新设立慈善信托共计 227 单，财产规模达 5.71 亿元，较上年增加 32.48%。 《报告 》显示 ，
2021 年慈善信托的发展呈现八项特征。

《报告》还列出了备案慈善信托最多的省份、备案财产规模最大的省份、备案数量最多的信托
公司、备案规模最大的信托公司、受托管理慈善信托最多的慈善组织、托管数量最多的银行、托管
规模最大的银行、监察慈善信托数量最多的监察人等信息。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刘忠祥表示，促进慈善信托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加快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宽严适度的慈善信托备案制度。 此外，行业自律也是促进慈善信托
发展的重要力量。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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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设立慈善信托 227单

《2021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发布

慈善信托发展呈现八大特点

《报告》对 2021 年慈善信托
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慈善
信托的发展呈现八项特点。

一是慈善信托发展平稳增
长，具体表现为：

（一）新设慈善信托 227 单，
较 2020 年的 266 单有所下降；但
财产规模达到 5.71 亿元，与 2020
年 4.31 亿元相比，止跌回升。

（二）单笔慈善信托规模较
小。 其中十万元级的慈善信托
115 单， 占全年新设慈善信托的
50.7%； 百万元级的慈善信托 56
单，占比 24.7%。 这一比例与往年
接近，十万元级和百万元级规模
在我国慈善信托中仍是主流。

（三）慈善信托财产在持续
增加。 2021 年，共有 29 单慈善信
托进行了信托财产的追加，延续
上升趋势，追加规模合计 7546.35
万元。

二是慈善信托涉及地域不
断扩大，但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
的状况仍然比较明显。

2021 年， 全国共有 19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备案慈善信
托。 其中，浙江省 78 单、甘肃省
22 单。

按照 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
计算，仅浙江、甘肃两省备案慈
善信托超过 100 单；广东、陕西、
北京三地超过 50 单；而湖北、黑
龙江、湖南、新疆、辽宁、吉林、云
南、内蒙古、贵州、山西、河北、海
南 12 个省份则不到 10 单。

三是委托人参与慈善信托
意愿上升，具体表现为：

（一）同一委托人设立多单
慈善信托。 2021 年有多位委托人
在已经设立过一单或多单慈善
信托的情况下，再次设立慈善信
托， 其中包括 4 名自然人、11 家
企业（其中 4 家为集合发起）、5
家基金会、8 家地方慈善总会和
1 家慈善协会。

（二）同一慈善信托在追加
财产过程中增加委托人。 2021 年
有多单慈善信托在往年已设立
的情况下通过备案变更，增加一
位或多位委托人，增加慈善信托
财产。 其中包括 6 家企业、15 家
地方慈善总会和 8 家基金会。

（三）社会组织委托设立数

量居首。 2021 年，以社会组织为
委托人的慈善信托有 88 单，备
案规模为 13637.67 万元。 无论是
新增数量还是规模均已明显超
越企业委托情形。

四是慈善信托受托人持续
发力，具体表现为：

（一）受托人集中度仍然较
高。 2021 年备案慈善信托数量最
多的是万向信托，备案 62 单；其
次是光大信托，备案 23 单。

（二）信托公司仍为受托机
构中的主力军，2021 年由信托公
司担任单一受托人的慈善信托
达到 173 单；与此同时，双受托
比例大幅增长， 在 2021 年达到
49 单，远超 2020 年的 11 单。

“目前，慈善信托成为中国
信托业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的主要方式，也成为社会各界参
与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之一。 ”
中国信托业协会副秘书长郑方
强调。

（三）慈善组织开始发力慈
善信托。 46 家基金会、慈善会或
慈善总会首次作为慈善信托的
受托人，其中浙江省杭州市基金
会新增受托设立的慈善信托最
多，共 10 单。

五是慈善信托期限趋于
灵活。

2021 年备案的慈善信托中
有 99 单是无固定期限的，比
2016 年至 2020 年备案的所有无
固定期限慈善信托还多。

六是信托目的呈多样化
趋势。

从信托目的来看，2021 年备
案的慈善信托涵盖了慈善法规
定的慈善活动所有领域，同时关
注乡村振兴、体育、环保的比例
上升。

2021 年乡村振兴慈善信托
共有 33 单， 规模 8176.17 万元。
包括中航信托、光大信托、中诚
信托、长安信托、万向信托、五矿
信托、金谷信托、华融信托、粤财
信托等 23 家信托公司及桐庐县
慈善总会、 天津市福老基金会
（共同受托人） 受托成立了乡村
振兴慈善信托。

七是银行托管稳固发展。
截至 2021 年年底，担任过慈

善信托的托管银行数为 32 家，
其中新增 1 家。 32 家中包含 6 家
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9 家全

国股份制商业银行，13 家城市商
业银行和 4 家农村商业银行。

与此同时， 托管业务继续
呈现高集中度。 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托管规模名列前三的银
行托管规模占全部慈善信托规
模的比例达到 60.31%， 与去年
持平。

八是律所在监察人中保持
主导地位。

2016 年至 2021 年全部设置
有监察人的慈善信托中，监察人
共涉及 147 个主体，其中有 93 家
律师事务所、10 家社会组织、11
家会计师事务所、6 家企业、2 家
机关法人和 25 位自然人。 由律
师事务所担任监察人的慈善信
托占全部慈善信托的 34.33%。

慈善信托各项指标分析

《报告》对慈善信托的各项
指标进行了分析，其中表现突出
者包括以下这些：

一、备案慈善信托最多的省
份： 按 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计
算，浙江省以 168 单开始领跑全
国， 甘肃以 133 单位居第二，广
东、 陕西以 58、56 单分列第三、
第四。

二、备案财产规模最大的省
份：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备案
规模最大的是浙江，备案规模达
10.85 亿元， 广东和甘肃分别以
7.82 亿元和 7.66 亿元位居第二
和第三。

三、备案数量最多的信托公
司：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受托
管理慈善信托数量最多的是光
大信托，为 133 单；第二为万向
信托，受托管理 116 单。

四、备案规模最大的信托公
司：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备案
规模最大的是万向信托 ，为
10.573496 亿元； 其次是光大信
托，7.663524 亿元；第三是中信信
托，7.410188 亿元。

五、受托管理慈善信托最多
的慈善组织： 截至 2021 年底累
计受托管理慈善信托最多的仍
是天津市福老基金会，受托数量
为 22 单， 财产规模为 859.97 万
元，其受托管理的慈善信托均由
其与天津信托作为共同受托人。

六、 托管数量最多的银行：
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托管数量

最多的是招商银行， 为 273 单；
其次是兴业银行，247 单；第三是
光大银行，152 单；均为全国股份
制商业银行。

七、 托管规模最大的银行：
2016 年至 2021 年累计计算，招
商银行以 124767.14 万元的托管
规模位居第一； 中信银行以
114131.94 万元的托管规模位居
第二；兴业银行以 78769.54 万元
的托管规模位居第三。

八、监察慈善信托数量最多
的监察人：2016 年至 2021 年累
计计算，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以 63 单名列第一， 其次是北京
大成律师事务所 30 单， 北京市
中盛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
务所分别以 26 单、21 单名列第
三、第四。

多项慈善信托
发展障碍待解决

尽管慈善信托在 2021 年取
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依然存在认
知偏差、慈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
欠缺、税收优惠政策不明确以及
其他配套规定不足等问题，亟待
解决。

认知方面，有的把慈善信托
视为保值增值的一种手段，有的
把慈善信托视为慈善组织的竞
争对手， 扭曲了慈善信托的本
意———慈善信托是通过对慈善
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来开
展慈善活动的一种方式。

慈善信托财产登记方面，信
托法第十条关于信托登记的规
定过于原则无法操作，导致我国
实践中还未建立具体可操作的
信托财产登记制度， 以股权 、
房产等财产虽然可以设立家
族（慈善）信托，但会有一些法
律上的瑕疵 ，对家族（慈善）信
托的设立和管理，产生了明显的
制约。

税收优惠方面，《慈善信托
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慈
善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
优惠。 ”，但具体如何享受还没有

明确的规定，导致慈善信托发展
后劲不足。

登记过户方面， 对于不动
产、股权、知识产权、船舶、车辆
等需要依法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方能进行财产权过户的财产，相
关主管机关目前还没有普遍认
可和接受以信托文件作为财产
权过户的法律依据。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进
一步促进慈善信托的发展？ 中国
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刘忠祥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
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慈善
信托文化和理念普及，让慈善信
托人人皆可参与的认知根植于
民众；同时以科技赋能，提升慈
善信托服务的可及性和公众参
与的便捷性，让慈善信托真正满
足实际需要；以“慈善+”的方式
倡导大众参与，连接慈善信托与
人们日常生活，达到慈善信托与
多领域的广泛融合。

二是加快出台相关配套制
度，包括：制订慈善信托财产登
记管理制度，包括股权、房产等
信托财产的计价、过户的具体规
定；明确慈善信托税收优惠的具
体政策；加快出台《慈善信托信
息公开管理办法》。

三是建立宽严适度的慈善
信托备案制度。 慈善法将信托法
的设立信托的事先审批制改为
了事后备案制，希冀慈善信托能
够得到快速发展。

慈善信托事后备案不是不
审查，应该根据申请备案的慈善
信托是否符合信托法、 慈善法、
《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等规定，主
要审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
托当事人或者范围是否明确 ；
二是慈善信托财产是否明确；
三是慈善信托目的及其实现路
径是否明确。 对于法律法规没
有强制要求的， 不宜在备案中
强加给慈善信托， 并因此消弱
慈善信托的个性化安排和灵活
性。 未来，待慈善信托税收优惠
具体政策出台后， 备案后的慈
善信托享受税收优惠，就应接受
实质性备案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