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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隆平慈善信托”
看信托如何支持公益事业发展

“袁隆平慈善信托”
助推科技发展

据介绍，“袁隆平慈善信托”
由袁隆平院士的夫人邓则作为
初始信托委托人，财信信托担任
受托人，湖南省袁隆平农业科技
奖励基金会（简称“袁隆平基金
会”）为执行人，农业银行作为托
管行和财务顾问。

该慈善信托是湖南省首单
科技公益信托项目，其初始规模
为人民币 500 万元，慈善资金及
投资收益将全部用于奖励现代
农业科技及生产发展领域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参与
农业发展项目及服务农业领域
的科研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资
助农业发展领域优秀科技人才
国内外进修，资助优秀中青年农
业科技工作者主持的农业科研
项目，以及设立农业高校优秀学
生奖学金等公益慈善活动。

同时，“袁隆平慈善信托”设
置为开放式委托人架构。 有业内
人士分析称，这意味着只要初始
委托人认可， 决策委员会同意，
该慈善信托可以增加委托人和
资金，这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力
量关心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吸纳
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

领域。
“从袁隆平慈善信托这一案

例来看，这是财信金控以公益助
推科技发展的起点，也是湖南省
金融行业在此领域的破零与创
新。 ”财信信托服务信托部总经
理李达表示， 相比传统公益信
托，科技公益兼顾了公益和科技
的二重性，这也是其独特优势所
在：可以通过科技公益进行三次
分配调节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的
实现；还可以通过助力科学技术
发展，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开启公益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

信托业转型
慈善信托飞速发展

《慈善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 是指委
托人基于慈善目的， 依法将其财
产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照
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

理和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
4 月 8 日， 中国慈善联合会

慈善信托委员会公布了 2022 年
第一季度慈善信托发展数据。 数
据显示，2022 年第一季度我国新
备案慈善信托 50 单， 同比增长
117.39%； 财产规模 11921.29 万
元，同比增长 154.36%。 其中，万
元级别的 7 单， 十万级别的 24
单，百万级别的 16 单，千万级别
的 3 单。

慈善中国备案公示信息显
示，截至 7 月 6 日，全国备案慈
善信托总计 897 单， 资金规模
41.81 亿元。

必须提到的是，部分信托公
司收到由监管部门下发的《关于
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监管部门
明确了信托业务将被划分为资
产管理信托、 资产服务信托、公
益/慈善信托三大类。

类似财信慈善信托的成
立，将更好地支持财信金控“金

融+公益”模式，充分发挥其综
合金融服务优势和朋友圈生态
圈资源优势， 支持社会公益事
业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金融工
具的慈善信托不仅是信托业转
型的重要方向，也是促进第三次
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

财信信托研究发展部总经
理黄中翔认为，对于信托行业和
社会而言，慈善信托的发展反映
了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民众特别
是高净值人士财富观和慈善观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希望通过信
托工具实现家庭财富管理的同
时，运用慈善信托等工具，更多
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实现社会
价值。

发力科技公益， 湖南省属
国企首支慈善信托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袁隆平基金
会、财信金控和湖南农行还签署

了科技公益合作框架协议，三方
将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和资
源禀赋， 更好地形成公益合力，
全力以赴推动“金融+公益+科
技” 模式在三湘大地结出更多
“科技”稻穗。

作为湖南省属国企设立的
第一支慈善信托基金，财信慈善
信托由湖南省财信公益基金会
（简称“财信公益”）作为委托人、
财信信托作为受托人，初始规模
为 1090 万元。 其为开放式信托，
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全部用于支
持科技、环保、乡村振兴、金融消
费者保护等方面。

财信慈善信托的成立，将更
好地支持财信金控“金融+公益”
模式，充分发挥其综合金融服务
优势和朋友圈生态圈资源优势，
支持湖南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截至目前，财信信托累计受托慈
善信托项目 11 单， 受托管理的
慈善信托总额已突破 5000 万元，
所涉及的公益慈善领域涵盖了
科技创新、教育助学、医疗卫生、
乡村振兴、扶贫济困等。

信托行业分析人士称， 财信
金控金融牌照齐全， 各业务板块
高效协同联动，将全力落实“股交
所孵化育苗-产业基金助力成
长-财信证券辅导上市结果”的梯
度培育模式， 以全链条资本市场
服务全面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
长壮大，最终形成公益促进科技，
科技反哺公益的良性循环。

谈及接下来的科技公益计
划， 财信金控相关人士表示，公
司将依托综合金融服务优势，发
挥社会责任担当，大力支持科技
型企业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具体包括借鉴发达国家公益基
金会投资经验，搭建“财信公益+
慈善信托” 的公益基金募资渠
道，利用公益资金孵化、投资和
服务科创型企业等。

（据《中国经济周刊》）

7 月 9 日，由清华大学和山
东工商学院等高校发起的中国
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共同体
在烟台成立， 全国首届慈善管
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研讨会同
期举行。 来自全国 44 所高校和
10 余个公益慈善组织、 学术组
织的知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或
线下的形式参与共同体成立及
同期会议。 中国高校公益慈善
教育发展共同体的成立， 为各
高校分享慈善管理本科专业人
才培养经验、 学校与社会组织
交流行业人才需求提供了平
台， 助力提升慈善管理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
据报道，2022 年 2 月，慈善

管理本科专业通过了教育部备
案和审批，山东工商学院和浙江
工商大学成为首批设立此专业
的高校。为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山东工商学
院聚焦财商教育办学特色和财
富管理学科特色， 于 2018 年成
立了公益慈善学院，四年来积极
探索慈善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致力于提高慈善管理人
才培养质量。 目前，山东工商学
院公益慈善学院已招收四批慈
善管理专业方向本科生 120 名，

硕士研究生 9 名。 2022 年，该校
慈善管理本科专业计划招生 80
人。

与会专家表示，当前，我国
慈善组织的数量、 质量和结构，
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还存
在一定差距，需要大批量专业人
才的加入，以专业能力推动慈善
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社会发
展贡献慈善力量。 此次会议的召
开，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慈善管理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加快慈
善管理人才培养在全国高校的
推广，促进慈善管理学科建设。

（据齐鲁网）

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共同体成立
助力提升慈善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日前， 由湖南财信金
控集团（以下简称

‘财信金控’） 旗下财信信托
管理的‘袁隆平慈善信托’受
到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袁隆平
慈善信托’ 成立具有较强的
示范和带动意义。 对于该慈
善信托受托人财信信托而
言，则是其推动实现转型、促
进动能转换的里程碑事件。

5 月 20 日，袁隆平慈善信托在湖南长沙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