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0 年至 2020 年基金管理公司开展项目和投入资金情况

践行社会责任是公募基金业发展的立身之本。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
和投融资的重要枢纽，中国基金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不断融入国家发展战

略，不断畅通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方面积极探索，在为投资者奉献汇报的同
时也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努力谱写发展壮大新篇章的同时也展现出资本市场里
温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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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向扶贫公益事业捐赠超 5 亿元
《公募基金行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报告》发布

日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通过收集 123 家公募基金
公司的社会责任问卷反馈 、108
家精准扶贫问卷反馈 ， 发布了
2021 年度《公募基金行业社会责
任履行情况报告 》和 《精准扶贫
报告》。

报告显示，近年来公募基金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通过发
挥专业能力、 参与扶贫公益，有
效解决了贫困地区投资主体单
一 、 社会发展和民生公益等问
题，激发了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
动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均衡发
展、民生公益保障提升。

多点开花践行社会责任

行业越成熟， 企业越壮大，
肩负的社会责任也越大。 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中国企
业开始重视社会责任。 这其中，
基金公司的身影日渐活跃。

据了解，《公募基金行业社
会责任履行情况报告》共 175 个
案例，从多维度展示了公募基金
行业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国
家战略、抗击疫情、积极投身公
益慈善事业等共计 12 个方面的
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精准扶贫
报告》共 150 个案例，从金融扶
贫、产业扶贫、教育扶志及扶智、
医疗扶贫、生态扶贫等五个方向
32 个专项领域展现了公募基金
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探索。

中国基金业协会指出，2020
年以来， 公募基金优化行业生
态、 加快文化建设， 在合规、稳
健、专业、诚信等方面落实文化
理念；驰援抗疫一线、维护市场
稳定，积极捐款捐物 1.7 亿元；积
极投身慈善，开展 245 个公益慈
善项目、投入资金 1.4 亿元，项目
受益人数 71.79 万人； 坚持责任
投资，守护绿水青山，设立低碳

环保、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绿
色、公司治理、养老等符合社会
责任投资方向和理念的基金 247
只；投资者教育领域投入超 2 亿
元， 累计举办投教活动 1.5 万余
次、受众超 1.1 亿人次；行业 1776
只基金分红约 1.13 万次，分红金
额超 2.6 亿元。

在履行环境责任中，基金行
业积极探索以不同方式在低碳
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断拓宽
绿色融资渠道、完善绿色投资管
理体系、加强绿色金融研究与创
新、加大碳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
担当作为，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绿色可持续转型。

持续贡献公益“基金力量”

公益慈善是温暖的力量，星
星之火可以给一个家庭带来希
望，燎原之势可以成为社会进步
的动力。 持续的公益精神可以给
民众以信心，把有限的物质资源
变成无限的精神财富。

基金行业作为经济金融高
度发展的产物，与公益慈善在理
念价值上有着天然的契合点。 基
金行业在公益项目上具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而发展公益项目对
基金行业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使命与社会责任。 调查显示，各
基金管理公司持续保持资金投
入，以公益慈善主题，开展特色
实践活动，投身公益事业，为普
及慈善意识、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而作出积极贡献。

各基金公司在为投资者不
断创造价值的同时，积极践行社
会责任使命， 关爱青少年教育，
帮扶孤寡老人， 践行环保事业，
深入开展各项慈善公益活动。 公
募基金行业还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建立公益慈善基金会和专项
基金， 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促

进公益慈善事业的专业化运作。
以基金会为主要代表的公益慈
善组织在救灾扶贫、 治病救危、
提供社会服务和促进社会和谐
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数据显示，2020 年， 在接受
调查的 123 家基金公司中，有 92
家公司共开展了 245 个公益慈
善活动，同比增加 5.6%。 项目投
入总资金达 13915.5 万元以上
（不含投资者教育投入），同比增
长 58.3%。 这也是近十年来首次
金额突破 1 亿元。

投入资金数额超过 100 万
元的有 34 家， 同比增长 61.7%。
投入资金数额超过 300 万元的
有 17 家， 总投入金额为 10063.1
万 元 ， 占 全 部 投 入 总 额 的
72.32%。

值得一提的是，在 123 家基
金公司中， 有 16 家公司设立了
专门的基金会， 有 13 家公司设
立了 15 只专项基金， 进行公益
慈善事业的管理和运作。 16 家基
金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捐赠已超
过 3.4 亿元；15 只专项基金成立
以来累计对外捐赠总额 9945.93
万元。

老牌基金公司在往年的公
益项目基础上不断提升，年轻的
基金公司也在公益慈善方面不
断前行。 基金行业在公益慈善的
路上任重道远，贡献绵薄之力的
同时也为实现爱的传播不断努
力着。

助力乡村振兴征程再启

自中国基金行业成立以来，
基金公司积极参与各项扶贫公
益事业，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
略。 在扶贫道路上，涌现出大量
优秀团队。

在金融扶贫方面，中国基金
协会带领行业发挥专业优势，研
究并推广 ESG 投资理念，支持经
济转型发展，有效助推产业创新
升级。 截至 2020 年 6 月，在协会
备案的扶贫方向私募产品已达
73 只，规模超过 1571 亿元；备案
扶贫 ABS 产品共 33 只， 规模达
179 亿元。

各基金公司也纷纷建立和
参与基金会助力脱贫攻坚，并通
过在贫困地区开展投资者教育
活动等，普及专业知识，或设立
产业投资基金， 解决融资难题。
例如，易方达基金每年都按不超
过年度利润总额 5%的资金限度
向基金会注资；嘉实基金从 2016
年起， 每年将税前利润的 1%—

2%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在教育扶贫方面，多家基金

公司遵从“扶贫先扶志，致富先
治心”的理念，正确处理外部帮
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
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在医疗扶贫方面，除积极参
与抗疫外， 共有 12 家基金公司
通过自主开展贫困地区医疗设
备改造升级、优化贫困地区医疗
卫生环境、开展贫困地区乡镇等
基层专业医疗人员培养培训项
目等方式，在提高农村贫困人口
医疗保障水平、缓解贫困人口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作出行
业贡献。

产业扶贫方面，基金行业一
方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以交通
促产业，为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

贫任务提供了坚实保障；另一方
面，开展消费扶贫，支持乡村特
色农业， 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
巩固脱贫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过去的十年里，公募行业累
计向扶贫公益事业捐赠超过 5
亿元，数百万人受益。仅 2020 年，
各大基金公司共投入精准扶贫
专项资金 3447.43 万元， 同比增
长 41.59%，远超全国扶贫投入增
长率。

精准扶贫完美收官，乡村振
兴征程再启。 中国基金业协会表
示， 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创
新工作方法， 不断总结优秀经
验， 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引导行业加大资金投入，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
贡献力量。

（据《长江商报》）

16 家基金会捐赠总额

2020 年基金管理公司公益慈善投入资金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