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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 

期间管理报告 
 

尊敬的委托人、捐赠人、受益人、监察人及公益事业管理机构： 

现将我公司设立的“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在本报

告期内具体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 报告期间 

本次期间管理报告期间为：2016年 6月 14日至 2016年 12月 13日  

二、 信托基本要素 

1、 信托名称：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 

2、 信托类型：公益信托 

3、 信托委托人：陕西省慈善协会 

4、 信托受托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陕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 

6、 信托监察人：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7、 信托成立日期、到期日期及信托期限 

       成立日期: 2015/12/14 

       到期日期：2025/12/13 

       信托期限：10年 

8、 信托规模： 

初始设立规模：信托资金 2,075,840.00 元； 

追加资金：2016 年 1月 13日，委托人追加资金 2,425,140.00元 

          2016 年 5月 18日，委托人追加资金 209,580.00元 

截至 2016年 12 月 13日，信托总资产：4,886,914.74元 

9、 信托财产专户： 

账户：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610501773700000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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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新科大厦支行 

10、 信托目的  

本慈善信托旨在利用信托制度优势和受托人专业化的管理手段，探索“精准

扶贫”的思路与途径，在实现信托资金保值增值的同时更好地帮扶贫困地区惠及

“三农”发展。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帮助陕西省农村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的

农户或学生。 

三、 决策机制 

为健全决策程序，提高决策科学性，本慈善信托特设立决策委员会对重大事

项进行决策。经各方推举，决策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2016年 3 月 10日，陕

西省银行业协会向各捐赠人发出了《关于成立“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

扶贫慈善信托”决策委员会的征询函》，经过征询，确立了决策委员会成员——

陕西省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高剑锋；陕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张全明；

长安信托董事长高成程；陕西省慈善协会副会长张凤英；中行陕西省分行中小企

业部总经理谢文杰。 

“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决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年 4月 22日在我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我公司董事长高成程主持。决策

委员会委员或其授权代表参会，本慈善信托的两家合作伙伴延安市延川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主任王彦伟和志丹民生村镇银行风险总监石祥瑞列席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

并选举陕西省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高剑锋担任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审议通

过首期执行方案的变更。 

四、 信托资产 

截至 2016年 12 月 13日：                                  单位：元 

信托总资产 4,886,914.74 

银行存款余额 资产投资（份额） 

2,124,475.03 2,762,439.71 

五、 首期公益项目开展情况 

本慈善信托资金首期以农户小额贷款风险损失补偿金的形式与银行、农信社

等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合作伙伴）合作，由合作伙伴降低对农户的贷款发放条件，

使金融服务更广泛地惠及陕西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户，同时对合作伙伴发放该类贷

http://www.sxyhxh.com/hydw/page/20115101121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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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损失进行补偿，提高合作伙伴对农户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使更多农户得到生

产经营的资金，促进三农发展。 

我公司作为受托人分别与本慈善信托首期公益项目合作伙伴——延安市延

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志丹民生村镇银行签署了信托执行合作协议。两家公益

项目合作伙伴分别进行了项目的筹备与实施。 

本慈善信托第一个信托年度风险损失补偿预备金为 50万元，以上两家合作

伙伴各 25万元。与延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约定的本项目贷款总额/风险损失补

偿预备金的杠杆比例为 20倍或授信额度/风险损失补偿预备金为 30 倍，两者完

成之一即可，即延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一年授信额度须达到 750 万元或发放

贷款余额不低于 500 万元。与志丹民生村镇银行约定第一信托年度放贷款余额不

低于 500 万元。两家合作伙伴制定了专门的农户小额扶贫贷款管理办法，明确了

扶贫对象客户群、准入条件、操作流程等。 

延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按照与我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执行合作协

议的约定向农户发放贷款，采取“家乐卡”的形式以授信方式给农户发放贷款。

贷款条件由原来要求的财政供养人员提供担保降低为农户担保。由全辖 16个营

业网点的信贷员，在全县范围内遴选确实有致富愿望且具备一定能力的相对贫困

农户，给予适当的信贷支持。截至目前，延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授信 99笔，

授信额度达 547万元，贷款余额 531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06.2%。执行 7.2‰

的月利率，较一般贷款月利率 10.68‰降低了 3.48个千分点，年化贷款利率下

降 4.176%。  

志丹民生村镇银行按照与我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执行合作协议的约

定向农户发放贷款。截至目前，志丹民生村镇银行共发放小额扶贫贷款 23笔，

累计发放了 249万元，余额 233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49.8%，加权贷款利率

9.02%，最高贷款利率不超过 12%。 

两家合作伙伴发放的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农户种植果树、大棚蔬菜，购置农

具、种子、化肥、家禽家畜等，也为部分农户提供贷款鼓励创业。 

2016 年 10月 27—28日，长安信托公益信托工作室负责人上官利青和公益

信托经理寇今赴延安市延川县和志丹县，回访本慈善信托的实施情况。上官利青

一行与陕西银监局延安分局负责人回顾讨论了项目进展情况，并先后走访两家合

作机构查看项目文档、了解项目进展、总结经验听取建议，还走访了几位该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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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受益人——延川县杨家圪台镇上大木村和志丹县双河镇李家湾村的贷款农

户。走访中看到两地合作机构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尊重农民意愿，重点扶持“台

塬苹果、川道大棚、沟壑养殖”等领域的发展，在农户建档评级授信工作的基础

上，对那些有意愿有能力有增收项目但缺乏周转资金或生产资料的农户给予支

持。 

上官利青一行还与当地合作机构以及陕西银监局延安分局相关领导，分析研

究项目实操中遇到的挑战与启示，充分探讨 2017年实施方案的调整与完善，初

步确定了包括进一步放宽借款人资格认定标准、加强贷款风险防范等优化措施。 

六、 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益分配情况 

(一) 管理模式与投资策略 

我公司本着保守稳健的策略对本慈善信托的信托财产进行了投资管理。 

慈善信托的日常投资做到分级授权、线上留痕。考虑到慈善信托在资金来源

以及设立目的方面的特殊性，投资策略遵循稳健偏保守的风险承受度，追求在本

金安全前提下的资产增值。 

具体投资策略方面，投资标的以我公司高流动性的现金管理类产品（“长安

宝”）和期限 1-2年的固定收益类集合信托产品为主。“长安宝”是我公司自主管

理的现金管理类信托产品，近 3个月来 7日年化收益率平均为 3%-4%，显著高于

市场上同类型的公募货币基金产品。固定收益类集合信托产品方面，将安全性放

在首位，优选政府平台类集合信托或者陕西地区我公司有较强风控措施的集合信

托产品，当前市场情况下，此类固定收益型集合信托的收益率主要集中在年化

6.0-7.0%之间。 

投资过程中，除了对单一项目做到严格筛选，资产组合力争达到资金分散以

及期限分散两个目标。资金分散是为了降低资金对单一项目的风险暴露，控制极

端事件对资产组合的冲击；期限分散是把握投资节奏，避免将全部资金在同一时

点投向到期日较为集中的几个项目，造成投资组合在较长时间内缺乏流动性，无

法应对受益人的临时资金需求。为了专户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形成项目到期与再投

资的良性循环，同时考虑到本慈善信托账户的资金总额，投资节奏基本把握在将

长期资金以 100万人民币为单位逐步投向符合要求的优质项目。 

从投资资产分布上来看，目前本慈善信托持有固定收益类信托项目 100万

份，占比为 20.5%，货币基金持有份额为 176.24 万份，占比为 36.1%，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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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为 212.45万元，占比为 43.5%。活期存款和货币基金等现金管理类资产持

有比例较高，主要是因为前期持有的两个原定于 2017年到期的信托项目“长安

信托-南京基础设施建设 PPP发展基金”、“长安信托-临沂东城新区路网建设项目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前终止，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暂时升高。正常情况下，

本慈善信托现金管理类资产占比保持在 30%以内。 

(二) 信托资金投资情况 

1、本报告期内到期投资情况：  

2、本报告期内新增投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共进行投资 1笔,2016年 6月 23日，成功申购“长安信托•长安

宝现金管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000,000.00 元。 

3、截至本报告期末存续投资情况：（单位：元） 

 

资产投资本金 投资标的名称 成立日 到期日 收益率 
本报告期 

分配金额 
项目状态 

1,000,000.00 

长安信托·南京基础设施建

设 PPP发展基金（01号资产）

之疏港大道股权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016/1/28 2016/11/16 8.00% 1,064,228.90 提前结束 

1,000,000.00 

长安信托·临沂东城新区路

网建设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016/2/18 2016/11/10 7.50% 1,054,667.25 提前结束 

2,000,000.00 合计 
  

 2,118,896.15 
 

存续投资本金 

（持有份额） 
投资标的名称 成立日 预计到期日 

预期 

收益率 

本报告期 

分配金额 

526,882.95 
长安信托·长安宝现金管理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16/1/20 —— 浮动  

9,454.08 

(利息归本) 

3,253.99 
长安信托·长安宝现金管理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16/1/20 —— 浮动 

58.38 

(利息归本) 

1,000,000.00 
长安信托·咸阳北塬新城发展基

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6/4/15 2018/4/15 7.00% 0.00 

217,193.74 
长安信托·长安宝现金管理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16/5/30 —— 浮动 

3,648.74 

(利息归本) 

1,015,109.03 
长安信托·长安宝现金管理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16/6/23 —— 浮动 

15,109.03 

(利息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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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益实现、费用支付及信托利益分配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时间 
收益实现情况 

（现金收益） 

信托费用支付 

情况 

信托利益分配 

情况 

银行季度结息 20160621 1,281.27 
  

银行季度结息 20160921 130.68 
  

银行账户管理费 20161107 
 

360.00  

 资产兑付付息（临沂东城） 20161111 54,667.25 
  

资产兑付付息（南京 PPP基金） 20161117 64,228.90 
  

支付信托报酬 

  

10,377.40 
 

本报告期累计 
 

120,308.10 10,737.40    0.00 

【其他收益】：本报告期内，本公益信托所投资并持有的“长安信托·长安

宝现金管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累计实现收益 28,270.23 元（利息归本再投资），

截至期末余额共计 1,762,439.71份（单位净值 1元/份）。 

本慈善信托持有资产主要为固定收益信托计划，按摊余成本法估值，2016

年 12月 14日净值为 1.0483，年化收益率为 4.83%（费后）1。 

七、 其他情况披露 

本报告期内，按照信托合同之相关约定，在信托财产专户资金余额足以支付

时，共支付受托人首个信托年度信托报酬 10,377.40 元。 

单位：元 

计费基准日 计费基准额（信托年度期初日信托财产规模） 费率 

（年化） 
应付信托报酬 

信托年度期初日 信托专户资金余额 投资中的本金 

2015/12/14 2,075,480.00 0.00 0.50% 10,377.40 

八、 客户经理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信托经理为寇今，无变更。 

九、 项目出现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报告期内，本信托项目未发生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财产、委托人或者受

益人利益的情形。 

十、 其它事项 

                                                             
1
 为受托人内部估值，未经外部核对。 

2,762,439.71 合计 
  

 
28,2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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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caitc.cn了解我公司推出的其他信托产品。如

您对本信托有疑问，请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400-000-008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http://www.cait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