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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信托：八载耕耘 不忘初心
谭丽莎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去年 12 月 11 日，2018（第十
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在京举
行。作为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2018 卓越竞争力金融机构颁奖盛
典”上，四川信托以稳健的经营能
力、良好的风控水平、优异的赢利
能力、
突出的创新能力，
荣膺
“2018
卓越竞争力信托公司”
。
成立于2010年11月28日的四
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信托”
），从零起步，迄今管理信托
资产规模已逾3000亿元，
其经营收
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各项
指标均进入了行业前列，
并连续七
年荣获“四川省纳税大户”称号。
不仅如此，
四川信托还始终秉承专
业服务社会的理念，
将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严守
政策法规，服务广大客户，强化公
司治理，弘扬先进文化，支持公益
事业，朝着“国内一流资产管理机
构”
的目标砥砺奋进。

融入国家战略
服务经济建设
自成立以来，
四川信托一直紧
跟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到“一
带一路”
“
、京津冀协同发展”
“
、长江
经济带”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三
去一降一补”
“
、乡村振兴计划”
“
、发
展现代农业”、
“ 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等国家战略之中。仅在 2018
年，
四川信托就累计向国家战略投
入 326.57 亿元。同时，
大力服务于
地方经济，在支持四川自贸区、西
部金融中心、天府新区建设，以及
西部综合枢纽建设等四川省内经
济发展方面，
累计投入70.80亿元。
为了支持兰州西站建设，
助力
兰州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及西
北地区战略性、综合性的物流枢
纽，四川信托 2018 年发起设立了
“稳健系列13号——民生地产兰州
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用于建
设兰州西站南广场旁商住项目；
为
了积极服务于国家大湾区发展战
略，2018 年，四川信托先后发起设
立了“稳健系列 5 号——新力大亚
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稳健
系列7号——新力惠州东园项目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稳健系列 8 号
——新力惠州雅园项目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信托资金全部投向惠
州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为了支持雄
安新区建设，2017 年，四川信托设
立了“盛世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
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四川信托仅在 2018 年就累计为中
小 企 业 提 供 资 金 支 持 360.49 亿
元。难能可贵的是，
为了解决长期
困扰中小企业的
“融资难”
问题，四
川信托不断探索、创新业务模式。
2017 年，他们设立了“成都新都圣
桦公馆项目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该项目采用
“股+债”
的交
易结构，优先级资金分设了 A、B
档，分别对应股权投资及增资，企
业原股东以部分股权认购为信托
计划提供保障。此种交易模式不

但符合监管层的引导方向，
同时也
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融
资拓展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为了支持西藏汇邦科技有限
公司科技创新、研发新药，四川信
托于 2017 年设立
“睿达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计划”，向该公司提供流动
资金 10 亿元，用于企业升级设备、
加强研发、扩大生产，使得这家藏
区企业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研发能
力，
巩固了其在国内同行业中的龙
头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仅在 2018
年，
四川信托就向实体经济领域累
计投入资金 579.37 亿元，
成为实体
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者。
民生领域也是四川信托一直
以来热情关注的一大重点。为了
做好金融服务教育产业，
四川信托
发起设立
“锦绣前程教育产业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
打通
“投资”
与
“消
费”双通道，直接连接产业链前端
融资需求与后端消费需求，
扶持发
展优质教育资源，
完善校园配套设
施。
蓝卡医疗是一家集 IT、医疗、
养老、房地产和社区服务、保险业
为一体的 O2O 新型互联网企业，
虽
然诞生仅两年多，但发展势头迅
猛，
成为中国健康产业中的明星企
业。2017 年，四川信托设立“辽宁
蓝卡医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
计划”
，
向蓝卡医疗提供 2.5 亿元信
托资金，
支持企业建设全国医疗保
健服务网络、升级服务系统、完善
服务模式。
仅在2018年，
四川信托就累计
投入 213.03 亿元，
支持文化、
教育、
医疗、旅游产业发展及保障房、棚
户区改造等项目。

“风险第一 效益第
二”
当年，
在四川信托的成立大会
上，其控股大股东、四川宏达集团
董事局主席刘沧龙掷地有声地提
出：
四川信托的经营理念，
是
“风险
第一，
效益第二”
。控制风险，
既是
信托公司的生命线，
也是重于泰山
的社会责任。
8 年多以来，四川信托恪守这
一理念，
持续深入推行全程风险管
理分段责任制，
构筑了覆盖业务全

流程的多重风控防线。在风险评
审方面，推进风控前移，实行项目
评审会制度和项目主审负责制。
评审会成员由具有不同专业背景、
不同工作岗位的评委组成，
以发挥
其各自的专业特长，
更全面的识别
和控制项目风险。做到事前防范，
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并及时组织
修订风险管理制度及各类业务指
引，规范操作要求，使全程风险管
理链条有效运转。
当一些同行在为一些工程项
目融资时，
只是注重审查对方的相
关资料，
或者偶尔派人去现场看看
的时候，
四川信托早已成立了项目
管理部，
将工作人员派往对方项目
上班，全天候监控工程进展，进行
项目投贷后的管理和风险处置。
如今，
四川信托的项目管理部
已经拥有了 60多位员工，
成为公司
人数最多的部门，祖国的四面八
方，
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有了他
们的常态化风险排查，
发现的薄弱
环节，通过公司及时进行整改完
善，有效地防范了风险，切实维护
了委托人利益。
凭借风险控制体系稳健运行，
四川信托自开业以来全部兑现了
给投资人的承诺，
累计为客户创造
收益1505.42亿元。
由于很好地维护了委托人的
利益，
长期以来四川信托发行的产
品都受到委托人的青睐甚至是追
捧，常有委托人排队购买、供不应
求的现象出现，
甚至前来预约购买
的资金数倍于发行产品的总量。
因此，
四川信托拥有了很强的发行
募集能力。
“金融行业，人的道德风险是
最大的风险。”刘沧龙如是说。为
了防范人的道德风险，
四川信托在
同行业中率先成立了纪委和监察
室，将巡查问责调查贯穿始终，建
立了“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他们
定期组织开展案件风险排查及全
员异常行为自查、排查工作，引导
公司全员防微杜渐，
时刻规范自身
行为。同时，经常开展案防培训、
法制培训，
让警钟长鸣。新员工入
职的“第一课”，便是“廉洁从业教
育”
，
使员工从入职之时起就认识、
认同
“廉洁川信”
的企业文化。

肩负企业责任
播种爱与希望
在公益事业方面，
四川信托同

四川信托“贫困家庭收入增长奖励计划”及“青少年
教育促进计划”
启动仪式

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尤其值得
称道的是，他们创新精准扶贫模
式，通过“两个计划”，建立授人以
渔的
“造血”
扶贫机制。
根据四川省委、
省政府及监管
部门关于金融扶贫的工作要求，
四
川信托对口扶贫甘孜州康定市（原
康定县）。2017 年，四川信托为康
定量身定制了
“贫困家庭收入增长
奖励计划”及“青少年教育促进计
划”，创新建立了“授人以渔”的造
血扶贫机制，
引导贫困家庭和学子
树立信心，
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
的帮助，克服眼前的困难，早日脱
贫。
2018 年 9 月 20 日，
四川信托志
愿者服务队再次集结，
在焕然一新
的水桥文化体育广场隆重举行
2018 年
“两个计划”
扶贫助学仪式，
以“帮信托”为平台，
投入资金 38.4
万元，
持续开展
“两个计划”
。这个
新落成的水桥文化体育广场，
也是
四川信托向水桥村的藏汉同胞献
上的一份礼物。
四川信托利用信托制度优势，
搭建慈善信托平台，
积极推动社会
公益模式创新。2016 年与四川省
慈善总会发起设立“锦绣慈善基
金”
，
推出四川首单慈善信托
“锦绣
未来慈善信托”
；
2017 年推出
“帮一
帮慈善信托”、
“ 尊悦豪生慈善信
托”；2018 年联合成都市慈善总会
发起成立
“帮基金”
，
并陆续发起成
立“中民慈善信托”、
“尊悦豪生慈
善信托 2 号”、
“甘肃临洮定向扶贫
慈善信托”
等与公益事业深度结合
的信托产品，
牵头搭建起慈善救助
的平台，
将信托价值深入到社会事
业领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
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探索精准扶贫、
金融产业
扶贫的新路径，
四川信托积极发挥
金融优势，
鼓励业务部门根据公司
制定的扶贫方案，
在深入了解四川
银行业结对帮扶的 88 个贫困县的
区域特点和信贷资金需求后，
通过
直接贷款、收费权、收益权等多种
形式增加对贫困区县的信贷投放，
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贫困区县。截
至 2018 年末，四川信托对 88 个贫
困区县投放的资金存量规模已达
37.76 亿元。公司帮扶贫困县的存
量业务涉及四川巴州区、平昌县、

九寨沟县、理塘县、盐源县等多个
贫困地区。
2017 年 8 月 8 日，四川省阿坝
州九寨沟发生 7.0 级严重地震。震
后第二天，
四川信托立即发起了面
向公司全体员工的募捐倡议，
共筹
集捐款 100 余万元，联合四川省慈
善总会发起设立“帮一帮慈善信
托”
。2018 年，
四川信托通过
“帮信
托”，先后向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专设“德格扶贫基金”和成都
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专
设“炉霍扶贫基金”，分别捐款 100
万元、
20 万元，
用于藏区德格县、
炉
霍县脱贫攻坚相关项目。
2018 年 9 月，为帮助凉山彝族
自治州困难群众解决优质农（林）
产品销售难问题，
四川信托参与凉
山州
“以购代捐”
集中认购活动，
连
续三年、每年认购 20 万元优质农
（林）产品，
帮助凉山困难群众稳定
增收，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实
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
转变。
乌兰布和沙漠，蒙语为红色
的公牛之意。这个中国最年轻的
沙漠，植被退化，物种稀少，沙尘
暴频发，人迹罕至。西沙东移带
来流沙埋路、进城、沙淤黄河等自
然灾害频繁。2002 年以来，阿拉
善生态基金会进行了大规模沙漠
治理，四川信托也积极投身到这
一生态保护行动中，于 2018 年 11
月发起成立公司首单环境保护类
慈善信托——川信·乌兰布和生态
保护慈善信托。11月16日，
四川信
托志愿者远赴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敖伦布拉格，
参与由阿拉善基金会
组织的乌兰布和公益纪念林秋季
植树活动，通过“乌兰布和生态保
护慈善信托”认养 22.5 亩林地，将
爱心与希望播种在万里黄沙之中。
八载耕耘，不忘初心。2019
年是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一年，四
川信托高层表示，将竭诚为客户
提供更加优质、专业、个性化、多
元化的综合金融服务，进一步满
足客户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多
样化需求。以回归信托本源为核
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以转
型创新为驱动，以助力人民美好
生活为目标，提升发展质量，再创
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