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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国投发力慈善信托助力扶贫 追赶超越再获殊荣

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除了在陕西省内大

力发展慈善信托业务， 陕国投还将触角伸到了

地处华南的广东省。

7

月

7

日，陕国投在广东省首单慈善信托

成功落地， 探索金融扶贫新模式， 助力扶贫

济困。

为追赶超越，陕国投大力谋求转型，追求高

质量发展，积极进行业务创新尝试，全国性战略

布局成效凸显， 信托主业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

良好势头。 同时，配股工作已正式启动，陕国投

资本实力、 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

增强。

6

月

27

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8

中国

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 凭借在区

域市场较强的影响力和对当地社会经济的突

出贡献，陕国投斩获“

2018

年度区域影响力信

托公司”荣誉，这也是该公司连续第

8

年获得

该殊荣。

广东首单慈善信托落地

7

月

7

日，广州市慈善会的慈善堂大厅内，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方来宾共同见证广州市

慈善会“长者饭堂·爱心餐”项目获得的首笔爱

心捐赠，这笔爱心捐赠来自于“陕国投·实地集

团扶贫济困慈善信托”， 受托人之一正是陕国

投。

据悉， 该慈善项目的委托人为广州市实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实地集团”），受托

人为陕国投和广州市慈善会， 信托监察人为广

东金轮律师事务所。

该笔慈善信托是陕国投在广东省落地的第

一单慈善信托， 也是陕国投第一次尝试双受托

人模式的慈善信托。

据悉，

2016

年起，广州就开始发展以“大配

餐”服务为重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整合社区

日托中心、星光老年之家等多种养老资源，在全

市范围内推出长者饭堂， 给老年人呈上一顿丰

富的安乐饭菜。

据广州民政局介绍，“陕国投·实地集团扶

贫济困慈善信托” 目标金额高达

2000

万元，首

笔金额

100

万元，将支持广州

5

个“长者饭堂·

爱心餐”慈善项目建设，除了“长者饭堂·爱心

餐”项目，后续资金还将捐赠广州市慈善会其他

的扶助项目。

当天，在上述签约及捐赠仪式上，陕国投副

总裁李玲、广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韦锦坚、实地集

团副总裁富元春、 陕国投广州业务部总经理俞

裕明、 实地集团融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章晓亮

等相关负责人成为共同见证者。

“陕国投成立

34

年上市

24

年来，始终热心

公益、关注慈善，积极发挥金融服务优势，致力

于打造公益服务、 家族信托与慈善信托一站式

平台。 ”陕国投副总裁李玲表示，公司将不断探

索金融扶贫新模式， 为金融行业更好地服务于

扶贫工作拓展新思路、拓展新途径。

李玲认为， 企业以慈善信托的方式回报社

会，一方面捐赠款项可以依法税前扣除；另一方

面整个运作过程规范有序。

广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韦锦坚表示， 陕国投

与实地集团的大爱精神、 回馈社会的理念很值

得学习， 慈善事业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事业， 期待能推动更多的信托资金参与慈善

事业，积极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建全国

“慈善之城”。

慈善信托扶贫出彩

“陕国投·实地集团扶贫济困慈善信托”只

是陕国投深入贯彻党中央扶贫战略的重要指示

精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扶贫攻坚战役的

一个缩影。

拿到整个社会大背景来说， 脱贫攻坚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任务， 扶贫攻坚是我国

“十三五”时期的头等大事，落实扶贫脱贫任务

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随着

201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

2017

年《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的颁布，我国慈善

信托事业蓬勃发展，慈善信托成为了企业、慈善

组织和金融机构合作，履行社会责任，参与脱贫

攻坚战役的重要平台。

如果说“慈善为民，爱传万家”是陕国投的

一个愿景，那么热心公益，积极探索尝试慈善信

托模式，则是陕国投实实在在的行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除了支持

广州的长者饭堂爱心餐， 对于年幼者的教育扶

贫，陕国投也在积极介入。

在

2015

年，陕国投就成立了“陕国投·贫

困地区教育援助公益信托”， 接受委托人的信

托资金， 规模为

10

万元至

1

亿元， 期限

10

年， 收益全部用于帮助贫困地区改善教育条

件，并向贫困地区在校学生和学校进行系列化

的教育援助。

另外， 针对和平年代伤亡率较高的公安干

警行业，陕国投也利用自身制度优势，积极帮助

因公负伤而生活困难的民警及家属。

2016

年

12

月末，陕国投与陕西省公安厅民

警英烈基金会共同签约并推出《陕国投·公安民

警英烈基金公益信托计划》， 首批管理规模为

2000

万元，委托人为英烈基金会，受托人为陕国

投，将收益部分用于救助因公牺牲、致残、大病

和特困的公安民警及家属， 该项目也成为全国

第一个专注于扶助公安民警的慈善信托计划。

陕国投董事长薛季民表示， 作为省属金融

机构，陕国投在回报社会、践行公益中一直在探

索，与英烈基金的合作，则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模

式，在以后的发展中，陕国投会认真推进，动员

公司全体员工、爱心客户积极参与。

陕国投总裁姚卫东介绍说， 陕国投自成立

以来，始终热心公益、关注慈善，与英烈基金会

的合作丰富了陕国投慈善信托的类型。

此外，作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信托公司，为

了响应并落实陕西证监局关于开展陕西资本市

场教育扶贫的倡议， 陕国投率先捐资

10

万元，

拟设立“陕国投·陕西上市公司助力脱贫攻坚慈

善信托”，意在帮助贫困县及深度贫困县建档立

卡贫困高考生圆大学梦， 在金融扶贫方面再次

贡献了信托公司的力量。

据笔者了解， 该笔慈善信托还在吸收社会

各界的捐赠，目前金额已经达到

150

万元规模。

陕国投表示， 后续将结合扶贫工作的具体

需要，进一步创新慈善信托业务模式，不断提升

慈善信托的扶贫脱贫效果， 做到尊重委托人意

愿，管好用好委托人资金，做到阳光慈善，让社

会公众和广大委托人放心满意。

今年

2

月

8

日，在陕西省国资系统

2018

年

工作会议和系统企业党建暨纪检工作会议上，

陕国投荣获 “陕西省助力脱贫攻坚优秀企业”

等荣誉称号。

“推进慈善信托是体现了公司业务创新的

积极性，契合公司在新金融环境下‘思变’的进

步性，寻求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 ”陕国投副总

裁李玲表示。

7

月

7

日当天， 陕国投与实地集团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上，

进一步在传统信托融资、创新信托融资、家族信

托等多领域展开持续、深入的合作。

再获“区域影响力信托公司”

陕国投在大力推进转型的战略之下， 相关成

效逐渐显现。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51

亿元， 实现利润

总额

4.63

亿元， 信托主业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9.39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44%

；管理的信

托资产

4532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78.57%

。

今年以来，在严监管的形势之下，陕国投一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2.71

亿元， 净利润

1.22

亿元，同

比均实现正增长。

据笔者了解，在发展战略方面，陕国投一方面

积极提高资本运作能力， 及时根据市场和政策变

化将定向增发调整为配股。

经过不懈努力，今年

4

月，陕国投收到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配

股的批复》，意味着配股申请正式获得证监会批文。

7

月

12

日，陕国投发布《配股说明书》，正式

启动配股工作。 据了解，配股完成后，陕国投净资

产将突破

100

亿元，跻身全国信托公司前列，进一

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着力打造市场化金控平台，陕国投

积极跟踪了多个金融股权投资标的，将根据政策、

市场等情况择机实施推进。

今年

5

月， 陕国投公告拟通过受让形式获得

长安银行不超过

1.48

亿股股份，受让完成后，将成

为长安银行排名第八的股东， 将有利于双方深化

业务合作。

此外，陕国投推动全国展业和“人才强企”战

略，延揽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金融人才，硕士以

上员工占

61%

，在国内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人才

成为发展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 陕国投的机构设置的全国化布局基本

完成， 在北上广深等

16

个一二线城市设立了

34

个业务部门和

6

个财富中心， 驻外业务部门的信

托业务收入已经超过了公司信托总收入的

70%

，

全国战略布局成效已显， 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

业务方面，陕国投在

ABS

、

ABN

、债转股、家族

信托、普惠金融、消费金融、

PPP

、产业基金、财产权

信托、股权信托等创新业务获得实质性突破。

根植于陕西， 陕国投也积极融入陕西追赶超

越大潮之中，持续加大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力度。

根据省内“五新战略”部署，重点围绕省内优势产

业提供多元金融服务， 陕国投有效开发了政府引

导基金、债转股、扶贫并购贷款、流动资金贷款、融

资租赁等产品。

此外，在内部授信政策上，陕国投给予陕西省

内项目适当倾斜，进一步拓宽了绿色通道。 去年全

年为省内提供投融资

393.58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

91%

，再创历史新高。 （CIS）

中融信托：防范风险稳健发展 持续转型成就未来

对于信托行业而言，在宏观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和强监管形势下，回归信托本源，打造核

心竞争力，正成为其转型前进的必由之路。 一

批市场化、创新能力强的信托公司正在先行先

试、引领转型，中融信托正是其中的标杆实践

之一。

自

2014

年在行业中率先启动转型战略以

来， 中融信托积极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和监管导

向，将“回归信托本源”、“支持实体经济”作为转

型指引， 以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作为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着力推进“从单一的信贷资金提供者

转变为综合金融服务者”的转型。

2017

年， 中融信托实现营业总收入

65.33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6.21

亿元、净利润

28.05

亿元，公司盈利能力保持上升势头，经营业绩稳

居行业第一梯队， 主动管理资产规模连续多年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今年上半年，中融信托继续保持稳定经营，

业务收入更加多元、平衡。 近年来，中融信托不

断加强财富端建设，直销能力已属行业前列，截

至

6

月底公司实现发行业务收入

6.67

亿元，占

比

27.43%

，同比增加

1.45

亿元，增幅

27.69%

；

另一方面，公司在行业中率先启动转型战略，不

断向综合金融服务方向发展， 上半年实现投资

收益

5.29

亿元，占比

21.75%

，同比增加

1.88

亿

元，增幅

55.1%

。 公司逐步形成了以“传统信托

手续费、发行收入、投资收益”平衡发展的格局，

这一改变有利于增强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和抗风

险能力。

基于转型期的稳定表现， 中融信托近日

蝉联证券时报“

2018

（第十一届）中国优秀信

托公司评选” 活动评选的 “

2017

年度优秀信

托公司奖”、“

2017

年度优秀财富管理品牌”

两项大奖。

2018

年，公司以转型创新为核心，持续调

整并优化业务结构，深耕传统融资类业务，大力

拓展资本市场业务， 并重点关注以下八个业务

方向：一是参与国企混改、“一带一路”等国家重

大战略支持业务； 二是以

PE

、并购、产业基金

等多种方式， 开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及新兴产

业投资扶持业务； 三是参与城市建设与城市更

新业务；四是参与投资于境内外一级、一级半和

二级证券市场的标准化产品投资业务； 五是与

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展

资产证券化业务；六是支持扶贫、助教、污染防

治等领域，探索开展慈善公益信托业务；七是满

足高净值客户财富传承、保护、管理、增值的需

求， 继续开展家族信托业务； 八是开展消费金

融、科技金融等创新业务。

加强风险控制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仍是

转型发展的基础。 一直以来，中融信托高度重

视风险管控，追求有质量的增长。 秉持“风险底

线不可碰、合规底线不可越、道德底线不可破”

的理念，中融信托以“诚信规范、守法合规、防

范控制”为重点，形成了全面的合规管理体系

和全方位、矩阵式的风险防控体系。 将公司内

部多个部门联系起来的大运营平台，可以保障

每一项风险都被及时有效监控； 独立审批人、

项目风险准备金、专业化后续监管等富有中融

特色的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实现系统化的风险

管理。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 中融信托开始将直

销平台———中融财富打造成开放的投资产品采

购、销售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高净值客户不仅

可以看到中融信托的产品， 还可享受专业的人

士为其挑选的其他投资产品， 以及个性化的资

产配置、财富规划、家业传承、公益慈善等服务。

随着在服务、 产品及风控等方面形成的差异化

竞争优势的不断累积， 中融财富有望成为行业

领先、综合开放的财富管理平台。

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中融信托有关人士表

示，

2018

年公司将紧跟国家经济、 产业政策以及

重大战略引导方向，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回归信托

本源。在业务开展中，公司将持续推进转型发展战

略， 加强寻找优质资产的能力， 不断优化风险管

控、产品设计和直销渠道，加强客户服务系统的建

设，同时公司将顺应资管新政所指引的方向，坚守

合规底线，不断提高主动管理能力，主动防范市场

风险。 （CIS）

2017年，中融信托实现营业总收入 65.33 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 36.21 亿元、净利润 28.05 亿元，公司盈利

能力保持上升势头，经营业绩稳居行业第一梯队，主动

管理资产规模连续多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