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第一单由节能环保公
司牵头发起的慈善信托

慈善信托又叫公益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
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
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
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
展慈善活动的行为。

国家鼓励发展慈善信托，
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依法
开展慈善活动。

作为“百瑞仁爱·沃特节
能慈善信托”委托人之一的郑
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为河南省内领先的节能环
保类科技公司，近年来发展态
势良好，目前正在筹备A股主
板的上市工作。

该慈善信托另一委托人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则
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注于推
动专业志愿服务的非公募基
金会，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围绕

“专业志愿者”培养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本次百瑞信托携手沃特
节能发起设立的百瑞仁爱·沃
特节能慈善信托，正是矢志不
移探索“信托+公益”模式、助
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
最好体现。

截至目前，百瑞信托已相
继发起设立5单标准化慈善信
托，募集爱心善款超过800万
元，资助的公益慈善项目涵盖
偏远贫困地区教育援助和留
守儿童救助、特定区域环境保
护、节能环保事业资助、脑瘫
儿童及自闭症儿童救助等多
个领域。

“信托+公益”模式探索者

事实上，早在2008年，百
瑞信托就开始了在公益慈善
信托领域的探索和尝试。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
大地震后，国家电投集团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所属百瑞信托
公司在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
提交了申请开展公益信托的
请示，并于当年10月份发起设
立了旨在为四川地震灾区和
偏远地区教育事业提供专项
援助的郑州慈善（四川灾区及
贫困地区教育援助）公益信托
计划。

经过十年发展，截至2018
年8月底，该公益信托计划已
累计完成募资超过350万元，
先后资助了四川江油及河南
荥阳的3所小学进行教学楼重
建和学生宿舍及食堂改造等
工程。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了解到，该信托属于行业内首
批得到监管部门认可的公益
信托之一，这也是百瑞信托在
探索“信托+公益”模式之路上
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2017年6月6日，由国家
电投团委作为委托人、百瑞信
托作为受托人的“百瑞仁爱·
映山红慈善信托”正式成立。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慈善
信托也开创了中央企业践行
公益事业的新模式。

据了解，“百瑞仁爱·映山
红慈善信托”的前身是“映山
红基金”，是国家电投团委组
织的公益行动，最早成立于
2003年。通过多年的运作，映
山红基金账户已积累了一定
的资金。但是，映山红基金账
户的资金主要是银行存款，收
益比较低，不利于实现公益事
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2016年9月1日起实施的
《慈善法》规定，慈善信托的受
托人可以是委托人信赖的信
托公司和慈善组织，明确了信
托公司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
的合法地位。

以此为契机，国家电投团
委将映山红基金以慈善信托
的形式运作，以映山红慈善信
托的方式继续开展慈善活动，

在提升映山红基金收益能力
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该项目的
影响力。

百瑞信托十年慈善路

今年 9 月 18 日，百瑞仁
爱·黄河爱心基金慈善信托项
目完成备案后成功设立。

据了解，这是百瑞信托在
10年前的2008年 10月发起
设立河南省首只标准化公益
信托——郑州慈善（四川灾区
及贫困地区教育援助）公益信
托计划后，成功推出的第8只
具有公益慈善目的的信托项
目。

回首十年历程，百瑞信托
先后推出了包括“百瑞仁爱·
天使基金1号”“百瑞仁爱·瑞
祥基金1号”“百瑞仁爱·映山
红慈善信托”“百瑞仁爱甘霖
慈善信托”“百瑞仁爱·金庚慈
善信托”等信托项目。

据百瑞信托家族与慈善
办公室总经理张永博士透露，
除了上述已经成功设立的公
益信托、准公益信托以及慈善
信托项目，“百瑞仁爱·天爱慈
善信托”“百瑞仁爱·春晖慈善
信托”等慈善信托也有望在近
期落地。

首单由节能环保公司牵头发起的慈善信托落地

百瑞信托联手沃特节能推出慈善信托

2018年12月24
日，我国第一单由节能
环保公司牵头发起的
慈善信托——百瑞仁
爱·沃特节能慈善信托
在郑州市民政局完成
备案后，正式落地百瑞
信托。

据了解，“百瑞仁
爱·沃特节能慈善信
托”委托人为郑州沃特
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博能志愿基金
会，受托人为百瑞信
托，资金保管人为洛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托期限为永续，募集爱
心善款及收益除用于
开展传统的扶贫项目、
救助困难人群及家属
外，还将重点资助节能
环保公益组织及公益
人才培养，发展环境保
护事业，维护生态环
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凌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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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理财有啥区别？
小记者通过游戏学了一课

说起保险、理财和定期存
款的区别，不少成年人都不一
定能区分清楚，但在本期财立
方小财神特训营现场，这群儿
童却通过游戏弄懂了上述产
品的区别。

“我要购买终身保险，这
样遇上疾病等意外就能免去
一部分财产损失。”

“我选择把余钱用来购买

理财产品，这样有机会获得额
外收入。”

上述话语不是出自某位
金融大咖，而是活动结束后不
少郑州娃互相交流的理财心
得。

据了解，在财立方小财
神特训营活动中，导师将小
朋友都定位成成人角色，带
领大家一起参与到模拟经营
游戏中。孩子们负责管理家
庭的收支和资产，并模拟在
不同的月份发生的各种事

件，他们可以在活动中体验
工资收入、投资收益和风险
管理，还能选择基金、股票
等不同投资工具来学习金融
知识，甚至还要学会记录基
本的家庭收支。

高还原度的模拟以及趣味
满溢的游戏设置，成了孩子们
乐在其中的主要原因。“我刚才
的收获主要来自于投资理财产
品和店铺，然后找准机会去把
它们变现。”该话语出自一名
10岁的孩童之口，而正是靠着
这样的经验，他用短短一小时
就积累了“近两万元”的财富并
成为此次活动的冠军。

据其父母介绍，这或许与
其之前接触过财商教育有关。

儿童、家长共进步，特训营
2018收官之作圆满落幕

值得一提的是，在孩子们
兴致勃勃参与游戏的同时，他
们的家长也收获满满。

在本期财立方小财神特
训营现场，知名少儿财商教育
专家黄清红以“为孩子补上财
商教育这一课”为主题给家长
做了分享。

她对家长表示，如果你不
教孩子金钱的知识，将会有其

他人取代你来“教”他，而这个
人很可能就是债主、奸商甚至
骗子，等到那时，恐怕就要付
出沉痛代价了。

而事实上，近年来社会上
频发的啃老事件、炫富案例
等，也都与少儿财商教育缺失
有关。黄清红结合多个新闻
案例，引导家长思考了“我们
究竟希望孩子长成什么样”这
一问题。

这引起了在场家长的共
鸣与反思，其中一名家长告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听
了财商教育专家的分享，让他
懂得对孩子财商教育的重要
性，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持续
接受此类教育。

少儿财商教育持续走热，
特训营“寓教于乐”成典范

据介绍，从8月11日首期
大河财立方小财神特训营上
线后，郑州便迅速掀起了一阵

“少儿财商”热，该特训营更是
在短短一个月内先后举办了
三期活动，场场人气爆棚。而
该活动对少儿的影响也十分
明显。

此前已有家长反馈，称以
前孩子花钱经常大手大脚，现

在则会征求一下父母的意
见。“我儿子参加过活动后，现
在有了一些基本的理财观念，
会主动问起家里在银行理财
和股票投资等方面的情况，这
说明他的金钱观得到了纠
正。”该家长还表示，下一步她
将继续引导培养孩子的财商
意识，也期待大河财立方推出
更多形式的活动。

据介绍，财商教育可以让
孩子从小学会认识、理解、使
用、管理和创造财富，帮助孩
子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

因此，财商教育不仅与财
富有关，更是孩子人格培养的
重要部分。如果你想让孩子
从小养成正确的金钱观念和
支配能力。那么请赶快加入
我们吧！

活动咨询：
0371-67125858
0371-67129898
扫 码

关注微信
公众号“立
方少年”，
回复“孩子
姓 名 + 电
话+学校”
进行预约。

寓教于乐最好典范！这群儿童通过游戏收获满满财商知识

小财神特训营收官2018

在儿童教育之中，寓教于乐往往是最好的手段。12月22
日，和昌林与城·财立方小财神特训营在郑州举行，近60名
6~10岁的大河报小记者共聚一堂，在一场模拟经营游戏中收
获了满满的财商知识。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见习记者 贾永标 文 记者 朱哲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