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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PRODUCTNEWS

每周高净值理财产品精选

本周发行的理财产品推荐榜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收益（%）
期限

（年）

投向

地区

融资方

（简称）

善成 1号（成都润弘）应收账款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七期）
陕西国投

100-300：7.2%；300-1000：

7.7%；1000 及以上：8.1%
2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润

弘投资

光信·光鑫·锦江优债 53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三期）
XX信托

100-300:7%；

300-1000:7.2%；1000 及以

上：协定

2
江苏省

盐城市

盐都甘露

水务

洪熙 5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

期）
XX信托 100 及以上：7.6% 2

四川省

成都市

花园水城

城乡产业

盈安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期） XX信托
100-300:6.6%；300-1000%：

7%；1000 及以上:协定
2

江苏省

盐城市

近湖建设

投资

恒信国兴 275号-赢海 40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四期
五矿信托

100-300：7.2%；300-600：

7.4%；600-1000：7.5%；

1000-2000：7.6%；2000 及

以上：7.7%

2
江苏省

新沂市

沭东新城

投资

恒信国兴 306 号-丰利 17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四期
五矿信托

100-300：7%；300-600：7.2%；

600-1000：7.3%；1000-2000：

7.4%；2000 及以上：7.5%

2
江苏省

盐城市

建湖国投

高科

恒信国兴 337号-国信 2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五期
五矿信托

100-300：7.0%；300-600：

7.3%；600-1000：7.4%；

1000-2000：7.5%；2000 及

以上：7.6%

2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新

益州城市

建设

基建 9号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8 期）
五矿信托

100-300：6.6%；300-600：

6.9%；600 及以上：7.1%
1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川辉

建兴建设

鑫宏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
100-300：7.0%；300 及以上：

7.2%
2

江苏省

盐城市

盐城市大

丰区交通

控股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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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点评与配置建议

2020 年，新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下，金融行业监管持续趋严，尤其是第三季度出台

了多项针对地产行业进行融资业务管控的政策。随着融资端的收紧，今年还会有更多房企会

因为现金流而陷入困境，投资人在选购房产类信托项目需更加小心。本周集合信托发行的产

品中，大型房地产企业发行的产品极少，建议投资人重点关注政信类信托项目。从底层资产

的来看，投资人配置政信类信托项目，可重点关注经济发达地区民生性高的政信项目，如广

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四川、湖北、湖南、重庆等经济活跃的地区的，例如棚户区

改造、文化广场建设等民生性项目。

本周精选产品重点推荐“洪熙 5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该产品用于置换偿还

四川花园水城城乡产业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评级 AA）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7

年债券资金用于成都市金堂县 2016 年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工程暨金堂三星竹林片区域中村

改造项目，已列入四川省及国家 2013-2020 年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计划。该款产品风控措施包

括应收账款质押、土地抵押、保证担保等，措施完备，安全性有较好保证。该款产品 100

万以上年化收益率达 7.6%，而房地产类和基础产业类产品本周平均收益均跌破“7”，相比

之下该款产品收益率尚可，建议投资人重点关注。

本周市场上传出华信信托被监管部门暂停业务的消息，事涉数十亿资金池。资金池业务，一

是投向不明，底层资产不清晰，二是期限错配，短债长投，三是滚动发行，借新还旧等，经

常会被用来接盘信托公司的不良资产。目前市场上仍然有几家信托公司，发行着 TOT、资金

池产品，并不能保证这些产品中没有用来接盘不良资产的情况，投资者们应要以史为鉴，尽

量避免选择资金池产品，若一定要选择此类产品，切记关注其底层资产！

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下半年的“产品荒”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符合监管规范的高息

银行理财产品正在被逐步清退。尤其对于习惯了传统固收类理财“稳稳的幸福”的投资者而

言，无论是理财产品打破刚兑，还是创新产品高收益不再，都令人扼腕。对于追求稳健收益

的投资者而言，可以考虑配置传统固收类产品的同时，尝试配置一些安全性较好的创新型产

品，提前适应行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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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集合信托成立市场继续下行，募集规模环比下滑超 10%，出现了“三连降”

的情形，其中光大信托的集合产品募集规模继续领跑。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

益率为 6.57%，环比减少 0.73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2.06 年，较上周增加 0.04

年。本周集合信托发行市场继续回暖，发行规模越过 350 亿元线，其中标品信托产品比重正

逐渐上升，而房地产类信托业务逐渐多元化，股权投资等创新形式的产品有所增加。金融产

品募集规模再度暴增，基础产业和房地产类产品增长同样显著。

表 1：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分类统计情况

投资领域概述
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29 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53 款，投向金融领域 122

款，工商企业领域 15 款，基础产业领域 39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155 款集合产品公布了预期收益，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53%，分领域看，工

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33%，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2%，金融类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为 5.84%，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98%。

担保情况概述

本周共有 95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56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

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38 款有实物资产抵押，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抵押、房产抵押、

在建工程抵押或者混合型抵押等；另外 18 款为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资管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量 24 款，较上周增加 5 款，

发行规模为 18.79 亿元，较上周增加 6.45 亿元。24 款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不包含券商大

集合），15 款属于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占比 62.50%，平均业绩基准为 5.00%；9 款属

于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占比 37.50%，平均业绩基准为 7.68%。权益资产占比较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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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上调，中低风险产品占比较上周小幅减少，中高风险的产品数量增加且占比也有一定程

度上涨。目前，券商资管在紧密布局权益资产配置，本周表现尤为明显。本周基金子公司集

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4.57 亿元，较上周增加 1.79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5 款，较上周增加

1款，基金子公司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6.00%。本周没有期货资管产品的发行情况。

表 2：本周资管产品分类统计情况

产品类型概述
本周基金子公司资管、期货资管及证券资管产品共计发行 29 款，其中，货币型的有 1

款，债券型的有 12 款，股票型的有 2款，混合型的有 13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20 款资管产品公布了业绩比较基准，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5.91%，分产

品类型看，货币型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债券型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88%，股票型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7%，混合型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7.61%。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10款，其中货币型的 1款，债券型的 9款，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6 款，其中债券型的 3 款，股票型的 1款，混合型的 2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9 款，其

中股票型的 1款，混合型的 8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3款，其中混合型的 3款。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私募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459 只， 336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证券私募基金

备案。本周一共成立 106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76 家机构参与成立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各个托管券商托管产品都有减少 ，前几位基本无变化，强者很强，

招商证券依旧最多。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除固定收益本周收益 0.04%，其余

策略收益均有所下跌。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较上周有所回升，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

周私募股投资基金和创投基金一共备案 150 只产品，较上周增加 26 只，环比增加 20.96%。

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共发生 109 件事件，较上周减少 8 件，涉及总金额 253.01 亿元人民

币，环比减少 30.80%，不同于上周融资额的大幅增加，本周市场热情削减不少。

据不完全统计，本周一共备案 28 只契约型基金（不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

减少 15 只，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7.21%，收益率微微下降 0.02 个百分点。其中 26 只契约型

基金披露了发行规模，总规模为 75.402 亿元人民币，较上周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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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如何判断政信定融发行方风险大小？

文/稳盈财富

政信定融的发行方为各地方政府的城投平台，而一个地方有多家城投平台，它们会发行多个

定融产品。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判断政信定融发行方的风险大小呢？稳盈财富为大家总结

出了以下 8条标准，供大家参考。

所在地的经济发达程度

如果项目发行方的所在地经济发达，财政收入可观，政府可调动的资源多，那么这家发行方

的产品是可以投的。反之，例如西部部分欠发达地区，因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府可

调动的资源有限，所以这些地方的项目违约风险会比较高。

政府支持力度

详细了解发行方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一方面是显性支持，在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资本

公积、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专项应付款等科目中均会体现，仔细梳理、分析即可；另一

方面是隐性支持，要对城投公司所属地方政府的经济财政实力、债务负担情况、所掌握的资

源情况等进行摸底，并结合平台地位作出合理推断。

项目的重要性

政信项目有很多，例如棚户区改造、公办学校建设、文化广场建设、经济开发区建设等，如

果发行发以棚户区改造和公办学校建设这样民生性高的项目为主，那么它的偿债保障会更充

分，违约风险越小。

业务的持续性

主要是看发行方当前有多少在建项目，投资规模有多大，有没有明确的新增拟建项目。如果

发行方在建项目少且投资规模少，又没有明确的新增项目，说明其业务持续性不佳，这样的

发行方需要投资者警惕。

融资行为的合规性

虽然“23 号文”对金融机构提供地方建设融资的一系列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但实际上城

投公司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并未真正断绝，因此要对城投公司的各笔借款尤其是大额土

地资产抵押借款、应收账款质押借款等进行核实，判断其用于抵押的土地资产是否为储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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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等不合规资产、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协议是否为地方政府虚构或超越权限、财力签

订。

有息负债的变化进程

对于有息负债大幅下降的情形，要关注其当年到期债务的偿付资金来源、当年新增债务的平

均利息水平、偿债后的业务持续性是否明显变差等；对于有息负债大幅增长的情形，要关注

其当年新增债务的平均利息水平、有息负债到期分布情况、业务持续性等。简而言之，就是

看发行方的融资与“造血”能力，是否与其债务规模相匹配。

业务模式

尽管目前多数城投公司并未因监管收紧而改变原有的业务模式，但一定要密切关注项目结算

方式是否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情形和权责范围不清的情形，比如项目现金流涉及可行性

缺口补助、政府付费、财政补贴等财政资金安排的，是否具备纳入预算管理的相关文件。

转型进程

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是一个过程，同时转型方向也会因发型发自身的业务经验、

资质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情况而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公司会继续深耕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等

领域，只是业务模式上更加规范；有的城投公司会尝试进行更多经营性业务，比如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园区运营等。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要关注其转型深度。若传统城市建设相关业务

仍占主导地位，则需关注其新增经营性业务板块与传统业务的关联性、协同性以及对收入、

利润的预期贡献度等；但若传统城市建设相关的业务从核心变为边缘，则不宜再将其视为城

投公司，应以更合理的方法来考察其信用水平。

以上就是判断政信定融发行方风险大小的 8条标准。投资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全

面深入的了解项目，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作为投资者，如何选择优质的房地产信托产品？

文/九號财富

一、分析交易对手

交易对手是房地产信托产品中的融资主体，目前大部分信托公司会选择全国排名前 100 名的

开发商进行合作。投资者可以从下列内容来判断交易对手的强弱

1．信用评级：全国排名百强的房地产企业大部分都有信用评级，这个评级主要是由国内的

四大评级机构为其评级，评级越高说明其公司信用越好，安全性越高，根据中诚信证评 2019

年发布的信用等级通知书，恒大地产集团的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债券的信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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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 AAA，评级等级越高其融资成本越低。

2．百强排名：在房地产行业普遍运用的百强排名是根据年度销售金额来进行排名，2020 中

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100 强榜单前三强由恒大、碧桂园、万科占据。通常来讲销售额越多的公

司，其操盘能力越强，市场认可度越高，销售回款越快，流动性较好，其还款能力越强。

3．流动性分析：这是判断开发商是否有具有还款能力的重要因素，流动性越强说明其公司

的流动资金充足，还款能力强。流动性强体现在：通过发债进行再融资、上市公司进行融资、

财务报表中的现金流多、预期未来一年的销售货值等。

4．实际控制人：房地产信托产品的风控措施中时常有实际控制人连带担保责任，可以从网

上查询其实际控制人在行业的口碑及发展历程来判断有无负面影响。

二、分析标的项目

标的项目是信托资金的投资去向，投资者可以从下列内容来判断项目的好坏：

1．区域位置分析：房地产项目的还款来源主要是销售还款，去化率越快的房产项目才是风

险最低的产品，建议选择一二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重要地段的项目。

2、成本分析：主要分析土地成本，通过房地产信托产品的推介或者尽调中能查询到所投项

目土地的招拍挂成本，勾地成本越低，项目安全边际越高。另外，分析项目所在地的周边楼

盘的价格可以判断本项目未来销售价格的走势及去化率。

3、房产项目业态分析：主要分析所投资项目的业态是别墅型房源还是大面积户型的房源或

者改善型房源，按照目前市场上销售情况看，刚需、改善型房源销售最火爆。

4、抵押物分析：主要分析抵押物的形态、位置、货值、抵押率、变现能力等。通常情况下

优先选择抵押物处于一二线或省会城市的住宅项目。有些项目由于投资超出预期可能会拿出

优质公司的股权、股票来进行抵押或者质押。抵押物是信托产品最重要的一道关口，项目一

旦出现风险，抵押物能否迅速处置并变现是投资者判断风险的关键。

三、监管措施

信托公司对房地产信托项目有独特的监管措施。

1、项目公司监管：主要有项目公司股权过户、项目公司股权质押、董事会席位、重大事项

一票否决权等措施。通过对项目公司股权过户及质押的监管，能达到控制项目公司的所有权，

防止开发商通过股权形式再融资。

2、资金监管：主要通过受托支付、账户印签、账户监管等措施对资金进行两方面的管控。

一方面是：监管资金去向，需要明确用在项目开发上面，另外一方面是：监管销售回款，能

保证银行账户有足够的资金归还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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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证照监管：信托公司一般会派财务代表到项目公司对章证照进行共同监管，以防发生

风险。

4、其他风控措施：实际控制人连带担保责任、追加其他资产进行抵押等。

举个例子:我们以目前市场在发行的【XX 信托-贵阳恒大文旅】产品为例。

首先，从交易对手来看，融资人—贵阳恒大童梦天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是恒大童世界旅游

100%控股子公司，且此项目由恒大旅游集团和中国恒大集团进行担保；恒大集团的信用评级

为 AAA，百强房企排名第一；交易对手及担保人信用评级高，违约成本大，预期销售货值高，

还款能力强；

第二，从项目来看，贵阳是贵州省省会，项目所在地贵安新区是中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极

具区域优势。抵押物为 2018 年单盘销冠（实现销售收入 87.36 亿）且勾地成本低，（整体

楼面价为 961 元/平，预计售价为 10000 元/平）安全边际高。

第三，监管措施齐全，抵押物评估价值约 25.4 亿，信托存续期内动态抵押率不超过 70%；

由恒大旅游集团和中国恒大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设置资金监管账户；设置销售监管账户；

进行工程和销售进度监督等。此项目拥有完美风控，抵押物容易变现，且可完全覆盖信托本

息。

总结：投资者在选择房地产信托产品的时候可以按照上文中的方法来进行选择，一定要认清

风险，理性投资，选择适合自己的信托产品！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鱼类零食第一股”创始人：周劲松

文/夏未来

又一家企业被“吃”上市了。

继良品铺子、盐津铺子之后，9 月 14 日，华文食品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正式逐鹿资本市

场。截止 9月 16 日，华文每股价格 8.75 元，总市值超 35 亿元。

说起华文食品，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但说起华文旗下的劲仔小鱼、劲仔豆干，想必大多数

人都不陌生。

劲仔小鱼，曾邀请汪涵、邓伦代言，并入选”2017CCTV 中国品牌榜“，2019 年销量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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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包，堪称传统风味休闲食品奇迹。

作为“鱼类零食第一股”，华文食品上市后，创始人周劲松夫妇持股 44.2%，按最新市值计

算，目前身价已超 15 亿。

新闻一出，不少网友惊掉了下巴：

1块钱一包的鱼仔，竟然一年可以卖出 12 亿包，还成功上市了？！

周劲松，他凭什么？

今天，我特意去扒了扒周劲松。

一篇 5000 字的文章，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

01、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15 岁辍学，起早贪黑扛起生活

1972 年，周劲松出生在湖南岳阳平江县。

平江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非常落后。

小时候，周劲松家里穷，猪圈里的猪，是周家全年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全家人的生活，都指望在那头猪身上。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长到 15 岁时，周劲松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得不辍学打工补贴家用。

一个 15 岁的孩子，没有一技之长，突然离开学校、闯入社会，能做什么？

起初，周劲松很茫然。

一次，他无意中发现，落后的平江依然保留着传统的食品工艺，不少小作坊自制杨梅、果脯、

蜜饯，自产自销以维持生计。

有人卖，自然就有人买。

可这买卖之间，却没有完整的销售体系。

嗅到商机的周劲松，决定从小作坊采购，再把杨梅、果脯等销往各乡镇商店，赚取中间的差

价。

他骑着舅舅送他的破旧自行车，每天清早五六点出门进货，白天驮着货辗转于平江各个乡镇

间，饿了就吃馒头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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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后，又蹬着破自行车继续下一家。

进货、走街串巷、销货，是 15 岁周劲松的全部世界。

彼时，村镇间没有水泥路，只有崎岖而狭窄的山路。

“山路乡路都得走，哪有不吃苦的”。

一个 15 岁的少年，从小浸泡在贫穷里，所以当赚钱的机会摆在他面前时，他从不嫌苦、也

不叫累，因为他极力地想摆脱“穷”的命运。

他给自己定下死目标：货不卖完，誓不回家。

商店店主不理他，他就围着店家，苦口婆心地介绍产品；经销商不理他，他就舔着脸、求着

经销商帮他销货。

再苦再难，他一直在心底默念：货不卖完，誓不回家。

整整两年的时间，周劲松跑遍了平江的每个村镇、每家商店，平均每天骑行 100 公里，前后

共骑坏了 5辆自行车。

如今再回忆当初的往事，周劲松说：

小贩做买卖，首先就是要吃的苦、霸得蛮、耐得烦。

辛苦肯定是辛苦，但赚到钱，开心起来也不觉得有多苦了。

吃的苦、霸得蛮、耐得烦，湖南人的精神早已刻在了周劲松的骨子里。

尽管每天起早贪黑，可再苦再累，他还是把苦揉碎了往肚子咽，一步一步地从颠簸曲折的人

生里，昂首阔步向前。

在周劲松身上，我看到了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主义：

虽然抓到一手烂牌，但依然想要把它打好。

02、打破稳定创业，日进“斗金” 开挂的人生，源自敢于豁出去的决心

1989 年，在平江跑了两年，周劲松手里握着两三百家终端渠道，生意越来越好。

这时，周劲松的叔叔找上了他。

周叔叔在平江经营一家酱干厂，他“看中了”周劲松身上的拼劲与努力，想邀请周劲松到自

己的工厂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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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干，在平江流行已久，颇受市场欢迎。

于是，周劲松开始琢磨：

小贩的生意虽已稳定，但如果能学习酱干技术、将来利用手中的渠道自产自销，肯定能赚得

更多。

打定主意后，他放弃了渐渐稳定的生意。在叔叔的工厂里，不管多脏多累，所有工序，泡豆、

磨浆、烧浆、点浆、烤卤，周劲松有一道学一道。

一道不会，练；练了还不会，接着练。

他坚信：熟能生巧。

为了研究酱干技术，周劲松连续两三个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全泡在工厂。

1990 年初，全面掌握各项工艺流程和操作后，周劲松决定自立门户。

他迫不及待地想干一番事业，改变穷的命运，可现实狠狠地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平日里赚的钱都用来贴补生活，真要创业，钱从哪儿来？

巧的是，周劲松母亲刚把一头猪卖了，换回 300 多块。

他求母亲借钱给自己创业，可母亲不肯：全家人一年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都靠这 300

块，不借！

有人说：生活是一场赌局，不敢赌的人注定没有赢面。

周劲松想赢想赌，就是没钱。

他不死心，在母亲跟前好说歹说、软磨硬泡，终于借出“巨款”创业。

创业不易，尤其对于捉肘见襟的周劲松来说，更是艰难。

买完石磨、包袱、木桶等制豆腐的材料，300 块所剩无几。

眼看着黄豆还没买，幸好，周家种了黄豆。

关键时刻，周劲松从自家田埂上收回 36 斤黄豆，自己泡豆子、磨豆子、点浆、过滤、划地

成型、卤煮调味……

第一批豆干做成后，当天销售一空，前前后后忙活了一通，终于进账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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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到甜头后，周劲松憋足马力，继续做第二批、第三批，生意开始蒸蒸日上。

渐渐地，他收回了前期所有投入，爸妈也加入了他的作坊，全家一起加工酱干，生产的产品

销往平江的大大小小商店，市场上供不应求，一天能卖百来块钱，抵别人一个月的收入。

就这样干了几年，他开始跟着老乡、长辈，把产品卖到了岳阳和省城长沙……

从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到拥有自产自销的小作坊，周劲松的成功并非幸运或偶然。

在机会面前，他放弃了已然成熟的小贩生意，放弃了眼前的稳定，自学酱干、自立门户，赌

上全家一起创业。

那些看似开挂的人生，说到底，都是源自敢于豁得出去的决心。

敢于放弃舒适的可能，才能在未知的世界里，博得更多机遇。

03、陷入瓶阱，清空自己重新开辟市场 与其被别人革命，不如革自己的命

周劲松的好生意，持续了几年，家人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然而，到了 1994 年，平江酱干行业竞争加剧。

起步晚、规模小，使得周劲松在庞大的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岳阳与长沙的市场一度陷

入瓶颈。

他开始思考：是否要避开正面竞争，离开平江、离开长沙，甚至离开湖南，去外地开辟新的

市场？

这个想法，遭到全家人的反对。

疼他的奶奶说：难点没关系，只要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言下之意，希望他留在平江。

可周劲松不乐意。

90 年代中期，日入过百的人，岂能满足于饱腹？

周劲松想看更大的世界，看更远的风景。

1994 年 12 月 24 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停掉生意，从长沙出发，途经宜昌、襄阳，最终

留在洛阳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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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洛阳？

原因无它。

在洛阳打拼的平江人少，一个完全空白的市场，更有利于自己避开竞争，专注发展。

说干就是干。

到达洛阳后，还没休息两天，周劲松就火速租下场地，开始做酱干。

这次创业，周劲松不再像刚开始那样，自制豆腐，而是进货自己加工，这样省去了中间环节。

由于房东自己就是做豆腐的，他每天从房东那儿进货，卤制加工好后，便坐公交车去学校门

口推销。

口感好、价格公道，再加上销对了路，周劲松制作的酱干，经常当天加工、当天售磬。

生意火爆后，周劲松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从平江老家找来几个靠谱的帮手帮忙。

豆干厂就这样开了起来。

当时，洛阳市场完全空白，客户需求量大，为了做更多的酱干，酱干厂经常忙到凌晨。

为了方便送货，他专门买了一辆三轮车，做完酱干后，蹬着三轮给周边的学校商店送货，一

跑就是几十家。

虽然没有人脉、没有渠道，但是周劲松硬着靠着自己的手艺，在洛阳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到了 1997 年，周劲松的酱干厂产值突破百万元大关，平江的老乡听说他在洛阳发展不错，

不少人开始跟风到洛阳、郑州、驻马店这些地方投资办厂，生产销售面制品和豆制品。

而周劲松自己，用自己的名字和头像注册了“劲仔”品牌。

有句话说：你不革自己的命，别人就会革你的命。

在面对激烈的竞争时，周劲松没有苟延残喘，他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成功和稳定，生活也永远充满着不确定性，有时候一个浪花就能

把打翻在地，只有激流勇进，才能永立潮头。

从平江到洛阳，周劲松看似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但他却从一片红海中，开辟了一条属于自

己的路。

真的牛逼的人，敢于颠覆自我、革自己的命、迎难而上。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04、盲目扩张遭遇危机，痛下狠手改革 抓住“鱼仔”持续深耕 一年狂销 12 亿包

在洛阳做大后，为了扩大规模，他在全国寻找场地，先后在沈阳、成都、义乌等地办厂，“劲

仔”酱干销往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张带动了销售与利润的双增长。

原以为这个势头会一直保持下去，可谁也没有想到，市场竟会再起波澜。

2009 年，休闲食品产业前浪的威胁还未散去，市场上开始涌现新的后浪，外在竞争加剧。

与此同时，前期大规模扩张的弊端开始显露，各产业地区分布松散、难以管理，产能下降、

效益下降……

外有敌手竞争，内有管理难题，被夹在中间的周劲松头疼不已：如何才能扭转当前的局面？

思虑再三，他决定改革：如果不能发挥效能，规模再大的工厂，都没有存设的意义。

于是，他狠了狠心，开始收缩求变、大刀阔斧地改革。

低效能的工厂，转让；不赚钱的工厂，转让。

就这样，他劈掉了自己一手打下的天下，重回岳阳创业。

彼时的岳阳，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食品产业继酱干之后，又开始涌现新的“潮流”——鱼仔。

“当时，岳阳已有 20 多家工厂在做鱼仔，但品质参差不齐，并未形成规模。”

周劲松将目光瞄向鱼仔。

他拿着自己做酱干的工艺和配方，如法炮制、尝试着生产了一批鱼干，供客户品尝。

试完之后，好评如潮。

这极大鼓舞了周劲松，2010 年，他在老家岳阳创立华文食品。

此时的周劲松，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只知道走街串巷叫卖的小

伙子。

创业对他而言，不再是开间小作坊、一个人单打独斗，要想做好一家公司、基业长青，必然

要专注工艺、做好管理、引进人才、打响品牌。

从那之后，周劲松集中所有的资源优势，全力专注于休闲食品的研发，包括劲仔豆干、劲仔

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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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材方面，华文食品精选海洋野生小鱼，所有小鱼严格筛选、全程把控，同时，针对小鱼

去头去鳞清内脏，保证到消费者手中的是完整、干净、无其他杂质的货真价值的小鱼。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豆制品的生产效率，提升研发品控水平，周劲松带领团队，远赴日本、

澳大利亚、德国。

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与设备厂家共同研制出了定制化的自动包装机，解决了困扰业界多年

的自动包装问题，最终人均生产效率提高了 4 倍。

甚至，华文食品还自主研发了豆腐低温点浆技术。

湖南省豆制品重点试验室主任赵良忠教授知道此事后，颇为惊讶：

没想到这个技术能让你们搞出来，低温点浆临界点的温度控制，高了低了都是过犹不及的，

只有在这个温度点，产量最高品质最好。

此外，周劲松先后让渡股权，以引进营销、生产、战略方面的人才，多方合力、协同发展，

公司销售额也从几百万元，发展到几千万、上亿元。

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华文食品，邀请汪涵代言“劲仔”系列产品，劲仔小鱼年销 12 亿，劲仔小鱼、劲仔豆干远

销美国、加拿大等海外市场……

05、所有牛逼，背后都是苦逼 厉害的人，都舍得对自己下狠手

2020 年 9 月 14 日，华文食品正式登陆深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鱼类零食第一股”。

有人说，华文终于靠着劲仔“鱼跃龙门”。

是的。

华文食品，终于凭借着一年卖出 12 亿包的王炸产品，成功挂牌上市，稳座 A 股市场鱼类零

食头把交椅。

只是，这光环背后，也藏着数不尽的心酸。

回首周劲松的经历：

1987 年，周劲松走街串巷当小贩时，为了生活，他日骑 100 公里、2 年骑坏 5 辆自行车；

1989 年，小贩生意逐渐稳定，为了赚得更多，他放弃了稳定、放弃了眼前的利益，伏低自

己潜心研究酱干技术、自立门户，产品销至岳阳和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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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平江豆干市场竞争加剧，为了不被淘汰，他主动“淘汰”了自己，在人生地不熟

的洛阳重新开始，并在全国多地建立工厂，带动 10 万人就业；

2009 年，各地工厂管理松散、收益下降，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亲手砍掉自己打下的江山，

回归岳阳重新创业。

为了做好豆干，他带着团队漂洋过海，花几年的时间研究和学习；为了做好鱼仔，所有小鱼

层层筛选……

如今，当我们站在华文食品成功上市的节点，沿着时间的脉络再往回看，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所有牛逼，背后都是苦逼。

上天不会眷顾任何人，每一个看似光鲜亮丽的人，都曾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经历了心酸、狼

狈、至暗时刻。

一路走来，周劲松吃遍了生活的苦，在生意上升期、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屡屡把自己逼到绝

境，他不断逼迫自己、挑战自己，突破自己，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周劲松的故事，是一个 15 岁少年白手起家、48 岁终于上市的故事，也是一个“狠人”一路

成长的传奇。

他的经历，给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启示：

人生如牌局，打好手上的牌，上天才会给你发好牌。

你想要的生活，只能靠你自己去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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