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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高收益的信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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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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信国兴 410 号-鑫辰 148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信德 3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三十
期
乾盈 2 号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2 期）

恒信国兴 377 号-永融 4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五期）

恒信日鑫 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74 期 1 批）（璟嘉 58 号）

淮安清江浦政信项目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A）

鑫沪 18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汇融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5 期)

发行机构

益（%）
7.35

2

山西信托

9.65

2

陕西国投

五矿信托

五矿信托

XX 信托

华鑫信托

XX 信托

诚享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9 期） 中粮信托

8

7.25

7.35

7.1

7.1

7.25

7

7

投向

期限（年）

五矿信托

鑫盛 1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一期） 华鑫信托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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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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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融资方

地区
山东省济宁

山东宏河控股集

市

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

四川成阿发展实

市

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
市

江苏省淮安
市

湖南省湘潭
市

江苏省淮安
市

江苏省新沂
市

江苏省新沂
市

陕西省西安
市

江苏省盐城
市

西咸新区沣西新
城丝路科创建设
有限公司
淮安市清江浦城
市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湘潭振湘国有资
产经营投资有限
公司
淮安市清江浦城
市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新沂经济开发区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新沂市沭东新城
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
泾河新城开发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丰区兴
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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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点评与配置建议

本周（2020.12.21-2020.12.27）市场售卖的信托产品中部分产品预计收益超 8%，出现年末
收益“翘尾”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信托公司为冲刺年度业绩目标而主动让利给投资者。自
2019 年以来信托产品的收益率一直呈现下行趋势，年末出现“翘尾”只是短暂现象，且未
来 1-3 年仍将会持续下行趋势，因此，投资者在追求高收益时要秉持谨慎态度。建议投资者
根据信托行业发展趋势，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关注投资类信托产品的配置价值，实现信
托产品均衡配置。投资者不应盲目地追求较高的收益率，应选购投向行业发展前景好、项目
资质高、风控措施齐全等，并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本周（2020.12.21-2020.12.27）新产品“淮安清江浦政信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
用于受让融资人淮安市清江浦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对债务人淮安市清江浦城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 3 亿元应收账款。融资主体淮安市清江浦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清江浦区人民政府，截至 2019 年末，融资主体净资产 126.69 亿，资产负债率
60.24%，融资主体的净资产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较强。第 1 还款来源为融资主体经
营性收入，截至 2019 年末，融资主体年销售收入 6.93 亿，净利润为 0.93 亿，还款方年销
售收入较低，年利润一般，还款来源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担保方淮安清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为与融资主体及其母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清江浦
区人民政府，截至 2019 年末，担保方的净资产为 125.82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8.37%，担
保方净资产较高，资产负债率较低，实力较强。该产品担保措施比较不错。考虑到政府的隐
性担保，2019 年，清江浦区 GDP 为 564.3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35 亿元，政府负债
率 7.91%，当地政府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很好。综合来看，该产品风险较低，适合风险偏好较
低的投资者。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较高，建议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市场曝出不少基金公司主动降低旗下产品管理费率，主要是为了让利客户，增加基金收
益；同时扩大基金行业的规模效应。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一下降趋势将会持续。临近年底，
投资者通过电子银行渠道购买基金可享受管理费率折扣优惠。不过，过低的交易费用会刺激
频繁交易，从而损害持有人利益，造成流动性压力。因此，申购费率会停留在某一低水平位，
投资者需要审慎买入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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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0.12.21-2020.12.27）集合信托成立市场回暖，募集规模掉头上升。
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有 232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环比增加 0.43%；募集资金
239.21 亿元，环比增加 41.87%。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7.04%，环比
增加 0.12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1.98 年，环比减少 0.05 年。本周集合信托发
行市场大幅走高，发行规模大幅增长。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 43 家信托公司发行
集合信托产品 275 款，环比增加 23.32%；发行规模 475.96 亿元，环比增加 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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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84 款，投向金融领域 116
款，工商企业领域 27 款，基础产业领域 45 款，其他领域 3 款。
本周共计 235 款集合产品公布了预期收益，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75%，分领域看，工

收益情况概述

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1%，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34%，金融类产
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92%，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9%，其他型产品的平均收
益为 6.88%。
本周共有 109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73 款产品的风控措

担保情况概述

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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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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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1-2020.12.27）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23 款，较上周增加 5 款，发行规模为 21.17 亿元，较上周增加 4.37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5.99%，较上周增加 0.17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子公司
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3.75 亿元，较上周增加 2.21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3 款，较上周增
加 1 款。目前基金子公司资管发行处于波动状态。本周发行的基金子公司产品未设置业绩比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较基准。本周没有期货资管产品的发行情况。本周 235 家银行共发行了 1549 款银行理财产
品（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银行减少 12 家，产
品发行量增加 17 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84%，较上期增
加 0.05 个百分点。
表 2：本周资管产品分类统计情况
产品类型概述

业绩比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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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款，其中债券型的有 12 款，
股票型的有 1 款，混合型的有 10 款，其他型的有 3 款。
本周共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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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分产
品类型看，债券型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1%，混合型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7.53%。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12 款，其中债券型的 12 款； 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4 款，其中混

风险等级概述

合型的 4 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8 款，其中其他型的 2 款，混合型的 6 款; R5 风险等
级产品有 2 款，其中其他型的 1 款，股票型的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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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1-2020.12.27）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472 款，较上周环
比减少 11.28%。本周一共成立 167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减少 2.90%，共有 355
家机构参与了本周私募证券基金备案。本周 A 股市场氛围明显好转，股指全线飘红。本周私
募证券八大策略收益整体上扬。其中，管理期货策略为本周收益冠军。其本周近一个月收益
率为 4.33%，遥遥领先于其他策略。股票策略本周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0.27%，较上周环比上
涨 0.68%。事件驱动策略为本周唯一负收益策略，其本周近一个月收益率为-2.08%。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持续升温，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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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款产品，较上周增加 19 款，环比增加 11.31%。其中私
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103 款，创业类基金备案 84 款。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96 起，较上周增加 40 起，涉及总金额 1133.72 亿元人民币，较上周环比增加 113.99%。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以及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本周一共发行 17 款契
约型基金（不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增加 1 款。其中 16 款契约型基金披露了发
行规模，总规模为 39565 万元人民币。本周共有 17 款基金披露了预期收益率，平均预期收
益率为 5.70%，较上周下降 1.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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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如何挑选高收益的信托产品？
文/武苏伟
在几年前，投资者买信托产品，都是闭着眼睛买，哪个收益高就买哪个，近年来，随着信托
产品刚性兑付被打破，一度被认为是富人高息存款的信托，突然就成为了人们眼中的高风险
投资，那么是不是高收益的信托产品就不能买了呢？我们该如何挑选呢？
首先，要正确的认识信托，截止今年三季度，信托总规模 20.86 万亿，信托在我国，依然是
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支柱，是受到银保监会监管的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
其次，要正确认识风险，信托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低风
险高收益的事情，信托毕竟不是存款，投资者千万不要信托当成存款。
第三，要正确认识风险承受能力，根据监管要求，信托产品要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
担能力相适应，风险承受能力高的投资者，可以购买风险等级高的信托产品，风险承受能力
较低的投资者，则只能购买风险等级较低的信托产品。因此，投资者想要购买较高风险等级
的信托产品，必须要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
第四，要正确认识产品，我们挑选信托产品的时候，要综合考量多个指标，包括信托公司实
力、管理规模、历史兑付记录、不良资产多少、融资方实力、抵押以及担保等措施、还款来
源、项目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否借新还旧、是否是资金池、项目所属的行业等等，在综合比
较的基础上，选择一个风险可控、收益较好的信托产品。
因此，我们一是要认识信托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一味地道听途说，信托既不会刚兑，但也不
是风险大的谈信托色变，也不能将那些 P2P、私募基金的负面信息全部按到信托上面，混为
一谈，在经历了信托资金池事件后，投资者更应该关注信托项目本身，选择优质的信托项目。

信托有抵押就稳了吗？
文/立信而托
相信很多信托投资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当每次向信托公司问及产品风险时，得到的
回复基本都是产品的抵押物充足，能够充分覆盖项目风险。继而给投资者展示抵押物的评估
价值能超越项目金额的数倍。而这些抵押物绝大多数都是固定资产，尤其以房产和土地居多，
当然也包括工商企业类项目用“黄金”做抵押的。
对于此类现象，有业内人士称其为“抵押物信仰”，甚至可以称之为“房地产抵押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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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近年来金融活动的复杂性增强、房地产调控的深入和工商企业的大环境影响等等，使
得“抵押物信仰”连连折戟。
信托公司遇险经历
事实上，当一家信托公司曝出踩雷某项目时，往往能看到该项目还会牵连到更多的金融机构。
在重庆典雅房地产上栽跟头的不止 XX 信托，至少还有厦门信托、西部信托、陕国投信托等
4 家信托公司陷入其中。关于抵押物我们又了解多少呢？
首先要关注抵押物的合法性
信托产品中主要的抵押类型有土地抵押、在建工程抵押和房产抵押。在实际运用中，我们要
注意哪些内容。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 抵押财产范围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六）交通运输工具；
（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 规定下列财产禁止抵押
（一）土地所有权；
（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
外；（三）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
（四）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五）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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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对于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物品，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抵押合同即可生效。对于不得抵押的
物品，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不可心存侥幸，否则会导致抵押行为无效，影响债权实现。
判断抵押物是否到项目中
抵押物是否真的的抵押到项目中了是判断抵押这种风控措施效力最核心的一点了，如果抵押
物都没真正抵押过来，后面的抵押物顺位、估值等一系列问题都无从谈起。
怎么判断抵押物已经抵押到项目中了呢？看抵押权证！
抵押权证是什么？抵押权证是去国土资源局或者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的时候，颁发
的一个盖红章的证，因为在我国抵押权是登记产生的，只有抵押权证才能证明抵押物抵押到
本项目中，如果发生纠纷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处置，有了抵押权证就拥有了优先的抵押权。
如果只有抵押合同，并不能算是有真正的抵押。很多项目里基本只提供一个抵押权人和抵押
方签订的一个抵押合同，实际上只有一个抵押合同并不能证明抵押物真正抵押过来了，合规
的手续是双方签订完抵押合同之后，再去国土资源局或者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权证。
判断抵押是否重复抵押？
抵押物是可以重复抵押的，尤其是数值较大的抵押物。这提醒了我们投资人，一定要核实好
项目中的抵押物是否多次抵押。如下图所示该抵押物未设定抵押，说明该抵押物的第一顺位
为本项目。一般关于抵押物情况，均会在项目尽调中给与说明。
如果有多次抵押，本项目是第几顺位受偿人就比较重要了。如果抵押物已经第一顺位抵押给
他人，项目如果发生风险？第二顺位抵押在计算抵押率是需要剔除第一顺位担保的金额，按
抵押物剩余部分价值计算抵押率。
而且清偿时第一顺位有优先受偿权，第二顺位需要等到第一顺位清偿完之后才能获得赔偿，
如果第一顺位债务过多或者抵押物贬值了，到第二顺位债权人可能没有足值的抵押物可处
置，没有真正起到风控的作用。
总结
按照以上三点，首先要识别抵押物的合法性，其次要判断抵押物是否到项目中去，最后要判
断抵押物的是否存在重复抵押，方能保障抵押物在风控中起到应有的作用。目前的信托市场
中带有抵押的政信项目确实可以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千万不要过度被抵押物迷惑，陷入抵押
物陷阱而忽视融资主体的优劣。
因为在政信项目中土地抵押多为划拨土地，并未真正落实招拍挂的手续，将抵押物落实到项
目中去。信托公司选择与政信融资方合作，要求土地抵押，更多的是加强与当地政府间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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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发生风险时真正依靠处置土地抵押来进行回款的几率更小。
浙江、江苏的政信项目几乎不会出现带土地抵押的信托项目，但不可否认在相比其他地区政
信项目时，更具有区位上的优势，长期良好的信誉获得了金融机构的认可。虽不具备土地抵
押物，但依然不可否认其为优质项目。作为投资者要理清思路，第一要考虑的是融资主体的
好坏，其关系到最终能否顺利履约回款，其次考虑的是风控手段和抵押物的优劣，毕竟如果
一个项目要靠抵押物来回款，那么往往事与愿违，金凰珠宝黄金抵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一手引爆山西“金融地震”的神秘富豪：田文军
文/江湖大大
2020 年 10 月 15 日，证监会对远遁海外的田文军，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田文军因为坐庄仁东控股，非法操纵股价，罚款 200 万元；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罚款 30 万
元；违反证券法，在限制期内买卖 ST 北讯，罚款 50 万元。
三罪并罚，合计罚款 280 万元。
在证监会整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田文军均未出面，也无法取得联系。
其实，在此之前，田文军强势入股银行，把银行当提款机，造成了大量银行呆坏账；以一己
之力，控制和参股了三家上市公司，并迅速拉抬股价，坐庄疯狂收割韭菜。
然而，纸包不住火。大量的资金黑洞无法掩盖，田文军一手引爆了山西金融圈地震； 最终
畏罪潜逃，隐居海外，不知所踪。
田文军给山西银行业带来大量窟窿，让股市留下一地鸡毛，这个神秘富豪，到底是用什么套
路，搅动金融圈和资本市场的？
壹
1973 年 9 月 4 日，田文军在晋中市的一个大学老师家庭出生。
由于田文军过于低调，他有长达多年的履历缺失，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1998 年 8 月，榆次拍卖市场正式成立，是晋中榆次区人民政府唯一指定的公物拍卖机构。
后来，这家公司被田文军改名为山西栋盛拍卖有限公司，成为了田文军“德御系”最早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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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比田文军大两岁的山西商人张俊德，在 2004 年 4 月成立了晋中德御农贸有限公
司。
还有一个叫任永青的 80 后青年才俊，从太原铁路局离职，成立了晋中永成粮油贸易有限公
司和晋中市榆糧粮油贸易有限公司，23 岁就成了董事长。
2006 年，田文军经过市场调查之后，发现农副产中蕴藏着商机。于是，他成立了中海博投
资（北京）有限公司，以做农业相关方面的投资。
同一年，田文军还成立了山西栋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
三个男人，不谋而合，同一时期，一致看好山西的农贸行业，冥冥中注定要发生一些故事。
贰
2009 年，因缘际会，三个男人开始化学反应。
田文军将中海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德天御生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0 年，张俊德将名下的晋中德御农贸有限公司，任永青他名下的两家粮油贸易公司，打
包注入到了田文军的德天御。
“德御系”正式成型，这三个男人，即将在美国和中国的资本市场，掀起一翻腥风血雨。
第一个上场的，当然是德天御生态科技的董事长田文军，他将德御农业作为德天御生态科技
的上市主体，送上美国纳斯达克的场外交易市场（OTCBB）。
与此同时，田文军成立了晋中龙跃和君大乾元，通过 VIE（协议控制）架构，成为了德御农
业控制的公司。
此外，田文军还成立了德御坊，由晋中龙跃和君大乾元 100%控股。
经过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田文军即对外宣称，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可以打
通农副产品的采购、加工和销售。
虽然市面上他们的产品并不出名，但一通吹嘘和包装，孙正义的软银资本，投资了 2500 万
美元。
当年，田文军整合德御农业，打包到美国上市，融资发展实业的做法，得到了榆次区领导的
点名表扬。
2015 年，在境外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田文军，又将栋盛担保公司打包成稳盛金融。10 月，
稳盛金融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田文军以王宏为代言人控制这家公司，成为了德御系在美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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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第二家公司。
稳盛金融登陆纳斯达克时，股价仅有 9.4 美元，第二年就暴涨了 14 倍，成为了最牛的中概
股；2017 年 3 月，稳盛金融达到了美股 474 美元的天价。
除了将一些质地一般的公司，包装到美国上市，割洋韭菜外。田文军还谋求将德御坊送上香
港主板，但由于计划受阻，只能退而求其次。
2015 年 12 月，德御坊登陆新三板，挂牌交易。
田文军的这些资本手腕，还只是其精彩大戏前的餐前小菜，上市融资后的“德御系”，即将
在 A 股市场上兴风作浪。
叁
2014 年 12 月，田文军利用其控制的马甲龙跃投资，豪掷 8.8 亿元，当时股价 50%的代价，
从齐星集团手中接手了齐星铁塔 21.97%的股权，成为了第一大股东。
齐星铁塔是 2010 年上市的公司，主要做通讯铁塔业务，上市之后则出现业绩变脸，业绩出
现了亏损。
以 8.8 亿元的巨资，去接盘一家亏损的公司，田文军并不傻。
他有着更大的野心，拿到齐星铁塔的控制权之后，2015 年 7 月 2 日，齐星铁塔发布了定向
增发公告，以 6.16 元每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 10.23 亿股，募集资金 63 亿元，用以收购北
讯电信 100%的股份。
当时 A 股正处于股灾崩盘的初期，但齐星铁塔却逆势暴涨，连拉 8 个涨停板，股价从 6 元一
路上涨到 34 元。
仅此一战，田文军浮盈超过 40 亿元。此后，齐星铁塔更名为北讯集团。
第二个出场的，则是青年才俊任永青，他是山西盛农投资的法人代表及最大股东。
2015 年 12 月，山西盛农以 11.7 亿元的价格，从广东顾地手中，接手了顾地科技 27.78%的
股份。
这次收购，山西盛农同样给出了 50%的溢价，代价是获得实际控制人的资格。
任永青成为了上市公司顾地科技的实控人，2016 年 5 月，顾地科技就宣告停牌，与越野一
族成立公司，进军体育产业。
一家做钢管的公司，突然转型搞体育产业，瞬间就吸引了注意，股价也一飞冲天，从每股 7
元，上涨到 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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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顾地科技，“德御系”在 A 股市场再下一城。
第三个出场的，是田文军的发妻——郝江波，天津和柚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6 年 1 月 20 日，郝江波的天津和柚技术，以接近 33 亿元的价格，接手了戚建萍持有的
宏磊股份 55.28%的股份。
宏磊股份是一定劣迹斑斑的公司，2011 年上市就业绩变脸，连年亏损将近 5 亿元。
郝江波入主宏磊股份后，就剥离了其原有的铜材业务，以 14 亿元的资金，收购从事第三方
支付业务的广东合利金融 90%的股份。
随后，宏磊股份更名为民盛金科，成为一家金融科技服务公司。
故伎重演，民盛金科股价也一飞冲天。
控制民盛金科，“德御系”在 A 股拿下了三家上市公司，风头无两。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一家名不经传的德御农业，从哪里来的资金，能够在 A
股兴风作浪？
肆
2016 年底，随着民盛金科股价一路暴涨，郝江波则通过股权质押，频繁进行套现。
当股价持续上涨时，还出现了频繁解押，再重新质押套现，不断扩大融资额度。
股权质押的好处，可以不影响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还可以获得大量的现金。
通过三次收购 A 股上市公司，田文军的套路也露出了痕迹。
田文军会以非常高的溢价，收购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实控人。
然后再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发布并购、合作等利好消息，不断拉抬股价。股价上升的时候，
不断质押股权，套出现金，继续下一次收购。
接手这些股权质押，并贷款出来的银行，全是山西本地的银行。
其实，早在 2014 年，田文军就已经开始染指山西的一些银行。
2014 年，伊甸城商业有限公司成立，田文军的龙跃实业，便是发起股东之一。
2016 年，阳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用以加快处置历史的包袱。借此机会，龙跃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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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阳泉商业银行的四大股东之一。
阳泉商业银行万万没想到，引入的“德御系”，相当于引狼入室，沦为了田文军的提款机。
田文军给阳泉商业银行，带来了 50 亿元的逾期欠款，以及 54 亿元的不良资产。
田文军还将黑手伸进了潞城农商行。
就在“德御系”资金暴雷之时，郝江波欲脱手宏磊股份，将第一大股东转让给内蒙古前首富
霍庆华的公子霍东。
但在转手之前，田文军卖了一个雷，让宏磊股份做了担保，从潞城农商行贷了 15 亿出来。
相当于，借款方、贷款方、担保方，都是“德御系”，一切操作得天衣无缝。富二代霍公子，
对此事也一无所知。
让人费解的是，霍公子收购 13 亿接盘了郝江波手中的股份之后，又将这些股权，质押给了
阳泉商业银行。
相当于，“德御系”又用自己控股的银行的钱，借给别人，把自己所持有的宏磊股份收购了。
毫无疑问，这是田文军套现的一种手段，只是找了一个接盘侠，而掏空的，却是银行的钱。
霍公子不但是接盘侠，还是 15 亿贷款的背锅侠。
霍公子将宏磊股份更名为仁东控股之后，将股权委托给了北京国资，希冀找一家国资来接盘。
这口黑锅终于在 2020 年 7 月份暴露出来，山西潞城农商行一纸诉讼，将仁东控股告上法庭。
而仁东控股对这笔 15 亿的信托贷款担保一无所知，也拒不承认。
那是前任股东留下的黑锅，仁东控股当然不认。
田文军让给山西金融圈留下了一地鸡毛，15 亿那还只是冰山一角。
伍
2018 年，仅“德御系”的龙跃实业一家，融资的风险敞口高达 360 亿元，连带山西农信系
统出现了百亿元债务“黑洞”。
同样，在资本市场，“德御系”所过之处，虽然刚开始看起来欣欣向荣，最后都是寸草不生。
纳斯达克上市的稳盛金融，收割完洋韭菜后，因为未能按时提交财务报告，已经收到了退市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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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御系”控制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连年亏损，成了 ST 北讯，股价只有 1.2 元，而且已经
停牌达半年之久，生死未卜。
顾地科技也在体育产业亏损后，股价一路暴跌，目前也只剩下 2.68 元。
仁东控股则在北京国资抛弃之后，出现了连续 13 个交易日连续跌停。
三家上市公司，被田文军控制，并坐庄操纵之后，终究逃不了暴跌的命运。
而那些不知真相的散户们，则成了一起陪葬的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田文军的“德御系”，所搞的这些资本运作，都是没有实业支撑的空中楼阁。
建立在炒作股价，股价只能涨不能跌，且不断质押套现，再收购再质押套现的循环中，这种
循环过程中集聚了大量的风险。
牵一发而动全身，中间只有一个环节暴雷，则满盘皆输。
像田文军这种富豪，生而只为收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根本不在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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