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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四川信托为抗疫与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本报记者 龚友国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信托行业协会迅速成立“中国信
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
（以下简
称“抗疫专项慈善信托”
），1 月 26 日至
1 月 28 日，短短 3 天即募集资金 3080
万元，为中国抗疫贡献信托“金融力
量”。在此期间，一些有担当，积极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托公司纷纷加
入，
四川信托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信托业协会关于成立专项慈
善信托的倡议发布后，四川信托快速
响应，捐款 50 万元参与其中，求快求
实驰援抗疫。除此之外，1 月 26 日，四
川信托紧急启动“帮信托”重大灾害专
项救助计划，向员工、合作伙伴、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发出捐款倡议，共筹集
捐款近 50 万元，与成都市慈善总会携
手成立“帮一帮慈善信托（四期）”，用

高质量发展成就行业
“典范”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今年迈入第十个成长年头的四川
信托，多年来一直专注本业，创新发
展，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的当下，坚持

“金融助力人民美好生活”的初衷，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业务多点开花，
服务在线保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
一步筑牢。

市慈善总会携手成立“帮一帮慈善信
托（四期）”，主要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控工作，并救助由其造成的损害，信
托财产使用方向主要捐给疫情防控和
救治等相关机构，向医务人员、志愿者
及公众发放防疫物资，疫情结束后也
可以用于医疗科研、应急救助等公共
卫生事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四川信托
将抓好疫情防控，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攻坚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公司第一
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面统
筹，组织应对。2 月 3 日，四川信托全
面复工，为了做好复工后的防疫工作，
四川信托采取弹性工作制，居家和现
场办公相结合，员工轮班倒，通过视频
会议落实业务、销售、风险管理等各项
工作。此外，四川信托多方采购，给员
工配发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公司
工会根据疫情动态自发编撰疫情防控
手册，指导公司和员工在有序复工的
同时，
做好防控。

在做好公司疫情防控的同时，四
川信托秉持“特事特办、精准支持、依
法合规”三大原则，加强与疫情防控企
业、机构的服务对接，全力满足卫生防
疫、医药产品制作及采购、公共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等合理融资需求，提供相
应的金融支持；开辟金融绿色服务通
道，简化业务流程，提高审批放款等金
融服务效率；对因疫情影响暂时受困
的企业，加强统筹协调，研究制定金融
解决方案，确保金融支持快速、有效、
合规。
疫情挡不住开展业务、做好服务
的步伐和热情，四川信托的业务经理
通过锦绣云财富 APP，开启线上客户
慰问行动，创新方式“云服务”，真抓
实干“云落实”，及时了解疫情期间客
户们的金融服务需求，产品发行、在
线预约、双录打款、合同签署等各项
工作与之前一样，均有序高效完成，
便捷高效的服务得到广大客户的高
度认可。

慈善信托助力
“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
下众志成城，社会各界以不同形式积
极参与支援疫情防控工作，目前国内
疫情已基本控制。在此期间，作为金
融体系中重要的一员，信托公司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支援“抗疫”。1 月 26
日，中国信托业协会倡议发起设立抗
疫专项慈善信托，短短 3 天时间内，即
募集到 3080 万元资金，61 家信托公司
积极参与。
四川信托是第一时间响应中国信
托协会倡议的企业之一，作为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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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企业，四
川信托积极响应倡议，从快求实捐款
50 万元驰援“抗疫战场”。与此同时，
针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四川信托于 1
月 26 日，紧急启动“帮信托”重大灾害
专项救助计划，向公司全体员工、合作
伙伴、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发出捐款倡
议，共筹集捐款近 50 余万元，与成都

以信托方式彰显社会责任
“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
是信托的基
本属性，在此基础上，信托公司还承担
着社会资本增值，服务实体经济，助力
社会发展的重任。据中国信托登记有
限责任公司披露，
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等需要，
一季度公益（慈善）信
托产品迎来爆发式增长，新增公益（慈
善）信托产品预登记 160 余笔，已有 50
多笔完成了初始登记。截至 2 月末，
共
办理完成信托公司报送的公益(慈善)
信托产品预登记就已达 96 笔，
其中，
定
向“武汉加油”
“抗击新冠肺炎”等专项
慈善信托计划募资金额累计达到 14.7
亿元。
助力人民美好生活是四川信托的
目标，
除了本次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响应
中国信托业协会号召，
设立专项慈善信
托外，
事实上，
长期以来，
公益（慈善）信
托一直是四川信托的工作重点。2016
年，
四川信托成立了《慈善法》颁布后四

川首只慈善信托——锦绣未来慈善信
托，
资金全部投向我国贫困山区及留守
儿童。值得注意的是，
四川信托还在不
断创新慈善信托模式，
发起国内首单科
技扶贫类慈善信托——帮一帮慈善信
托（3 期）。该项目通过支持构建“消费
扶贫管理服务云平台”，将产业扶贫与
消费扶贫一起集合于云端，
将贫困地区
农户和消费扶贫主体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持。
3 个月内，四川信托接连发起了帮
一帮慈善信托（2 期、
3 期、
4 期）、
尊悦豪
生慈善信托 3 号、川红基慈善信托（1
期）等多单慈善信托，项目覆盖科技扶
贫、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企业定制化慈
善服务等方方面面。据悉，截至目前，
四川信托已成立 14 单慈善信托，稳居
行业前列。
信托来源于实体，
也必须服务于实
体，对此，四川信托认识得十分清楚。

2020 年，四川信托迈入第十个成长年头，10 年时间四
川信托的业务已遍及工商企业、证券投资、基础产业、房地
产等多个领域，业务团队遍布全国 20 多个重点城市，管理
信托资产规模累计逾 1.75 万亿元。近年来，四川信托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加大转型创新力度，提升业务管理水
平，确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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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
业发展战略目标，重点主抓资金信托、服务信托、公益（慈
善）信托，专注信托主业，打造信托文化，强化风险管控，坚
守合规底线，提升发展质效，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朝着
“国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大步迈进。
近日，
资本市场上一系列的
“爆雷”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金融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一直以来，
“风险控制第一，效益发展第二”是四川信托始终坚持的经
营理念，
通过打造坚实的内部堡垒，
保障委托人的资产安全
成为四川信托的立业之本。四川信托是行业内最早成立专
职纪委监察室的公司之一，
通过专题培训，
廉政制度建设打
造“廉洁川信”，四川信托员工的合规意识和法治意识进一
步增强，
公司科学有效的风险内控机制稳健运行。
与此同时，四川信托坚持服务与风控并重，尤其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严格把控存量
风险，为客户守住资产质量。疫情防控期间，四川信托通
过线上启动客户慰问，了解客户需求，调整服务方案，运用
技术手段，
保障客户收益。
本次疫情期间许多信托公司的业务几乎停滞，充分暴
露了信托公司线上业务短缺的短板，进行数字化转型，实
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充分彰显其必要性。四川信托自
主研发、推出的金融服务系统——锦绣云财富 APP，在疫
情期间全程在线为客户提供信托购买、支付等服务，将金
融服务全程嵌入到客户的日常生活中，极大提高了用户体
验。与此同时，利用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四川信托有了
更科学的决策依据，管理效率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四
川信托客户“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 2019 年末，四川信托
个人高净值客户逾 30000 个，机构客户近 3000 家，为客户
创造了近 1600 亿元收益。
疫情影响下有“危”也有“机”，未来康养产业、新基建
等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资本市场上，债券型产品、现金管理
类产品也会迸发出更大发展空间，而在这些方面，四川信
托通过高效转型和精准判断，已有前瞻性布局。尤其是在
政信业务领域深耕多年，随着新基建的爆发，四川信托的
经营接下来将会进入高质量稳健增长期。
面对复杂的环境，已经“十岁”的四川信托专注主业，
通过模式创新、服务创新、业务转型，不断强化风险管控，
深耕财富管理。
“线上线下融合”，将信托制度优势、金融科
技与公益慈善事业完美结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四川信
托已成为我国信托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近年来，四川信托确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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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司发展战略，
扎根四川，
布局全国，
充分利用信托制度的灵活优
势，
连接搭建金融资本与产业之间的桥
梁纽带，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赋能，为
地方发展加码。多年来，
四川信托通过
股权投资、产业资金、资产证券化等金
融服务方式，充分发挥信托投融资功
能，
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
时，四川信托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在乡
村振兴、
现代农业、
京津冀一体化、
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资金服务。同样，
通过合理配置信贷资源，
四川信托也不
断加大在文化、
教育、
医疗、
住房保障等
方面的投资力度。截至目前，
四川信托
投向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规模累计近
1 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实现利润近百亿
元，
纳税 60 多亿元。
2020 年 04 月 14 日 星期二 编辑：康源 校对：
筱华 美编：王祯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