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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慈善信托“造血”新优势
助力“小慈善”变为“大慈善”

苏州慈善信托总规模逾2.27亿元 全国城市领先
□苏报通讯员 彭小丽 苏报记者 林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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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讯（通讯员 莫瑞
华）爱心手相牵，慈善传温
暖。12月11日，苏州工业园
区金禾创业天使公益基金会
与园区慈善基金会签署协
议，现场捐赠善款 1224余万
元。这也是园区今年收到的
单笔数额最大的捐赠。

苏州工业园区金禾创业
天使公益基金会成立于
2015年，致力于推动科技创
新创业项目的成长。此次善
款捐赠，旨在进一步促进园
区慈善事业发展。

文明园区，爱心从未停
歇。2020年，苏州工业园区
慈善总会（基金会）共募集款

物5980.02万元，发放各类慈
善救助金 5116.27万元。其
中，疫情专项累计募集款物
4573.54 万 元 ，累 计 支 出
4488.57万元，捐赠资金和物
资量均在全市名列前茅。“99
公益日”期间，苏州工业园区
慈善总会（基金会）精心筹
备，广泛动员，发动园区 238
家单位 24788人参与，累计
收到爱心捐款 388.96万元，
募款总额位列全省各区县第
一。园区的品牌慈善项目慈
善医疗救助、慈善助学分别
获苏州慈善奖“最具影响力
慈善项目”。

工业园区
金禾创业天使公益基金会

捐赠1224余万元

苏报讯（通讯员 陆叶
萍）12月3日，2020年太仓市
双凤镇大型慈善晚会暨 12·
5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在
双凤镇凤雅社区服务中心举
行。

活动现场，太仓市慈善
总会会长夏林祥、市民政局
局长黄海分别为太仓市双凤

镇慈善会、“德润福地”文明
实践基金揭牌；市民政局副
局长周红亚为 10名双凤镇

“最美志愿者”颁发奖状、绶
带；现场举牌企业超100个，
捐款总额达175.9万元，另外
还收到了爱心企业捐助的足
球100个。

太仓
百家企业参与慈善
爱意满满福地双凤

苏报讯（通讯员 胡菁
洁）日前，吴中区教育局、横
泾街道和吴中区慈善总会在
横泾实验小学，联合举办了
吴中区首个小学校园慈善文
化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仪式
上，吴中区慈善总会与横泾
实验小学签订《吴中区慈善
文化教育基地共建协议书》，
并向横泾实小赠送 2600本
《慈善读本》。

开展慈善文化进校园活
动旨在培养中小学生修德、
仁爱、明辨、笃实的优良品
格，营造向上向善的校园文
化氛围。吴中区主要以“五
个一”活动为抓手，即：“设置
一个慈善文化画廊、人手一
册慈善读本、组织一次慈善

讲座、开展一项慈善实践主
题活动、组织一次慈善征文
竞赛”，确保校园慈善文化教
育基地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横泾实验小学传承百年
办学精髓，以“集善”为校训，
导善启善，向善至善，在校园
文化中不断深化“善”的文化
内涵，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
的“向善”少年。学校依托国
家公益资助政策，做好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抚恤慰问，
助力他们健康成长。学校还
创立了“蒲公英”小志愿团，
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活
动，全面推进校园慈善文化
建设工作。

吴中区
首个小学慈善文化教育基地揭牌

苏报讯（通讯员 王蕾）
日前，在苏州高新区城管局
的支持与指导下，苏州高新
区慈善基金会联合明基友达
公益基金会共同实施的
2020年高新区环卫工人健
康关爱项目正式启动。该项
目将在5天时间内，为9家环
卫公司的 101名一线环卫工
人进行包括肾功能、肝功能
在内的 27细项健康检查服
务，紧紧围绕环卫工人特殊
职业带来的健康隐患全方位

进行排查与诊疗。
自 2018年正式启动高

新区环卫工人健康关爱三年
行动计划以来，苏州高新区
慈善基金会联合明基友达公
益基金会以及各类志愿服务
团队，已面向全区 3000余名
一线环卫工人提供公益健康
检查与咨询、诊疗服务，经费
投入超过150万元。2020年

“99公益日”期间，高新区环
卫工人健康关爱项目共筹得
善款39057.2元。

高新区
5天为百余名环卫工免费体检

苏报讯（通讯员 沈敏
艳）近日，波司登携手大悦城
控股，走进四川省甘孜县，开
展“悦公益——品牌携手、情
暖甘孜”公益活动。捐赠仪
式上，波司登向甘孜县环卫
工人、贫困群众和贫困学生
代表捐赠了总价值超 68万
元的1007件防寒服，助力甘
孜县巩固脱贫成果、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近 3年来，波司登多次

来到四川，向甘孜、凉山等地
捐赠了超 3000 万元物资。
今年 9 月，波司登“情暖中
国”公益行动向甘孜县康北
儿童福利院的特殊群体捐赠
防寒服，传达了社会最温暖
的关爱。这次波司登携手大
悦城，对甘孜县实施精准对
口帮扶，是希望集结品牌的
力量，助力当地发展，实现甘
孜县脱贫攻坚成果的可持
续。

波司登
携手“悦公益” 情暖甘孜

自 2018年以来，苏州市慈善总会联合
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创新，开拓慈善保险领
域，已相继为骨髓捐献者、困难退役军人、困
难计生特扶家庭、困境儿童、民间应急救援
志愿者、癌症康复协会志愿者及抗疫一线的
医护、社区、交通、快递和新闻工作者等 11
类人群提供意外伤害保险，开展保险类项目
11个，受益人数达 22.1万人，总保额超过
233亿元。

守望相助 帮扶最需要的人

近日，苏州市慈善总会、市红十字会、太
平洋产险苏州分公司代表一行来到市民周
建清家，将 30万元理赔款送到其家属手
中。今年 51岁的周建清是“骨髓捐献者关
爱计划”的第一位受益者。他是苏州第一位
骨髓捐献者，不幸的是在公司打扫卫生时从
高处跌落，经抢救无效离世。2019年，市慈
善总会联合市红十字会、太平洋产险苏州分
公司开展“骨髓捐献者关爱计划”，目前已为
全市 171名骨髓捐献者赠送了意外和重大
疾病保险。

今年1月，由苏州市慈善总会联合平安
健康险苏州分公司出资97万元，开展“困境
儿童医疗保障计划”，为全市3553名困境儿
童免费提供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医疗等健康
风险保障。截至目前，已向158个困境儿童
家庭累计赔付63万余元。

今年5月，市慈善总会联合市红十字会、
太平洋产险苏州分公司为75名市红十字会
应急救援队志愿者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志愿者吴巍 20年前从湖北咸宁来到苏州，
2019年加入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当他
得知市慈善总会为他们购买保险后表示：“这
份保险让我们感到安心，让家人更放心。”

今年 6月，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卫健委、
市计划生育协会启动了“关爱计生特扶困难
家庭”慈善项目。项目出资 176万余元，对
苏州市计生特扶困难家庭展开资金帮扶、保
险保障及心理援助，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今年 12月，市慈善总会联合市癌症康
复协会、人保财险苏州分公司为174名癌症
康复协会志愿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2019年9月，市慈善总会联合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开展了“关爱困难退役军人”项目，
共出资 158万元，为 474名困难退役军人家
庭提供资金帮扶和意外伤害保险。

众志成城 致敬最可爱的人

在今年抗击疫情的关键阶段，市慈善总
会联合政府相关部门、机构与企业，为身处
抗疫一线的卫健系统人员、社区工作人员、
交通及新闻工作者相继设立并捐赠意外伤
害保险，使他们能够后顾无忧、更有信心地
奋战在抗疫前线。

2月，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卫健委、人保
财险苏州分公司共同设立了“苏州卫健人员
抗击疫情意外伤害保险”项目。由市慈善总
会出资，为全市所有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医疗、疾控等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购买意外
伤害保险，使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公众的关
爱和力量。

同月，市慈善总会与市民政局、平安健
康保险苏州分公司签订协议，由市慈善总会
出资，为全市所有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社区工作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助全市7万
多名社区工作者坚守岗位，织就抵御疫情的
严密防线。

此外，市慈善总会还联合市交通局、太
平洋产险苏州分公司，为全市所有参与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交通一线人员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联合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太平洋产
险苏州分公司签约，为全市所有参与抗击疫
情宣传报道工作的一线记者、编辑等采编人
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联合市快递行业协会
和东吴人寿为苏州 2万名快递工作者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

苏州市慈善总会不断推进的“慈善+保
险”项目，正在为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一线工
作人员奉献着爱心，传递着温暖。

从苏州到贵州铜仁，有 1170多公
里，不论搭乘哪种交通工具，行程至少
得五六个小时。而从铜仁市区到思南
县，开车也得两个小时。再从思南县到
香坝镇场坪村小学，还得要走两个小时
山路。刘春江，苏州信托战略发展部总
经理、慈善信托项目负责人，从挑选适
合的帮扶对象到“慈心 1号”落地，再到
每年的爱心捐助与回访，这段路途他已
经走了4个来回。

今年 10月 20日，刘春江和苏州信

托慰问组来到香坝镇场坪村小学，向师
生们捐赠了价值 11万元的近 900件校
服、鞋子及教职工工作服。校服上印有
组成心形的“CS”字样，代表“慈心”和

“善举”。“我们上下学再不怕冷，走得也
更稳了。”场坪村小学六(1)班秦婷婷同
学高兴地说。

2017年 12月 29日，苏州市慈善总
会委托苏州信托公司建立了101万元的

“苏信·慈心 1号”慈善信托。这是苏州
地区首单慈善信托，定向用于支援铜仁

市思南县，为场坪村小学援建学生食堂
一座，捐赠教学设备及学生衣物等。截
至目前，“慈心1号”已累计捐赠67.52万
元。同时，苏州市慈善总会还建立了

“善举1号”“善举2号”“善举4号”“善举
9号”慈善信托。“慈心”系列重点支持贵
州铜仁市精准扶贫，“善举”系列则主要
辐射苏州本市开展扶贫济困。所有慈
善信托由慈善基金会作为委托人，并聘
请专业律所和银行作为监察人和保管
人，确保信托资金运作的合法合规。

近日，苏州市慈善总会组织
召开慈善信托专题座谈会，交流
分享苏州慈善信托经验成果，研
究探讨未来发展思路，并以会带
训，培训各级慈善组织在保证依
法合规的前提下，与信托机构合
作开展慈善信托项目，充分拓展

“慈善+金融”模式，实现行业跨
界融合，为苏州慈善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注入更多实力。

作为一种新型慈善方式，慈
善信托为慈善组织和捐赠人参
与慈善事业提供了更为多元的
选择。将信托制度与灵活、高
效、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融入慈
善，使慈善资产由“输血”变为

“造血”，将“小慈善”变为“大慈
善”，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行业共
识。自《慈善法》首次从立法层
面确定“慈善信托”概念以来，苏
州慈善组织在江苏省、苏州市民
政部门备案的慈善信托数量已
达 11 单，募集资金达 9700 余万
元。昆山市慈善总会委托光大
兴陇信托在兰州市民政局备案
的 1 单慈善信托规模达到 1.3 亿
元。截至目前，苏州累计备案的
慈善信托总规模达到2.27亿元，
在全国城市中处于领先位置，为
助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贡献了
慈善与金融的双重力量。其中，
苏州市慈善总会建立 5 单，主要
有“慈心”“善举”两大系列，苏州
市慈善总会已成为中慈联慈善
信托委员会成员。

目前，苏州慈善信托拥有“慈心”与
“善举”两大系列，在本省、本地备案的
10单慈善信托，其资金来源包括公司自
有资金、慈善组织、民主党派、爱心企业
及个人等。项目捐赠总额超 400万元，
主要用于苏州市、贵州铜仁市的扶贫、
助学、纾困、助残、养老等领域的项目。
今年建立的“苏信·抗击新冠病毒”慈善

信托(善举 9号)专款用于抗击疫情，受
益群众已逾千人。苏州信托公司建立
的“慈心·善举”系列慈善信托被评为第
五届“江苏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
目。

“慈善是目的，信托是工具。”苏州
市慈善总会会长徐国强表示，苏州慈善
信托起步良好、成绩显著，得益于慈善

信托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与慈善信托
运作的专业优势。今后，市慈善总会将
不断强化与信托机构的合作，在项目拓
展上力求务实创新，增进与中华慈善总
会、中国慈善联合会及江苏省慈善总会
的联络沟通，加强业务培训，培养专业
队伍，实现苏州慈善信托高质量、可持
续的发展。

今年69岁的朱根英和丈夫生活在吴
中区东山镇莫厘村。朱根英年中摔了一
跤后腰部动了手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饮食起居全靠老伴操劳。在“善举2号”慈
善信托的帮助下，不仅为她带来专业护
理，也让老伴有了休息时间。“我就用这
两个小时买菜，或在附近溜达溜达。慈善
总会帮了我们的大忙。”朱根英老伴说。

2018年 10月 22日，苏州市慈善总

会建立了“善举 2号”慈善信托，与吴中
区民政局、东山镇政府合作，计划从
2018年至 2020年末，共捐赠 85万元，主
要用于帮助吴中区东山镇 30名失能或
半失能、低保及低保边缘困难群众解决
日常护理需求。项目由苏州信托提供公
益资助金、政府通过排摸确定服务对象、
居家定点护理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的三方
合作模式，目前已惠及34户家庭。

“‘善举 2号’给东山镇生活困难的
老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东山镇副
镇长马群霞回忆起项目建立之初，为把
更多资金留给老人而将办公地点设到敬
老院里的情况，十分感慨。区民政局养
老服务科工作人员程宇认为，慈善信托
把企业、家庭、专业机构等多方社会资源
联合起来，共同关注社会养老问题，是一
种十分有益的尝试。

“善举”多义举 建立长效扶助机制

开拓“慈善+保险”新助困模式

实施11个项目
总保额逾233亿元

□苏报通讯员 彭小丽

“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企业或单位”称号
（全省30家，苏州市11家）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绿叶日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细亚国贸集团有限公司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个人”称号
（全省10人，苏州市3人）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沈小平
香港翔龙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立锵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恩馀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建华

“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称号
（全省15名，苏州市1名）

昆山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团队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称号
（全省20个、苏州市5个）

苏州金螳螂公益慈善基金会“千人工匠·精准帮扶组合计划”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慈心·善举’系列慈善信托”
苏州工业园区汤妈妈公益慈善中心“思源安全饮水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劳

动者港湾’项目”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垃圾分类’全民

公益行动”

“最具影响力慈善组织”称号
（全省20个、苏州市4个）

苏州市慈善基金会
苏州明基友达公益基金会
张家港市永联为民基金会
昆山市慈善基金会

“优秀慈善工作者”称号
（全省5人、苏州市1人）

苏州陈霞爱心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陈霞

苏州荣获第五届“江苏慈善奖”名单

“慈心”见真心 持续助力对口帮扶

慈善是目的 信托是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