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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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收

益（%）
期限（年）

投向

地区
融资方

恒信国兴 412 号-幸福 117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5期）
五矿信托 7.15 2

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现代

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

恒信共筑 426 号-长利稳增 14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3 期）
五矿信托 7.6 2

四川省成都

市金堂县

成都金堂蓝光和

骏置业有限公司

汇融 3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XX 信托 7.25 2

山东省济宁

市兖州区

济宁市兖州区惠

民城建投资有限

公司

领会 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XX 信托 7.1 2
山东省济宁

市任城区

任兴集团有限公

司

富荣185号太原恒大天宸项目贷款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2 期）-12
外贸信托 7.3 1

山西省太原

市小店区

太原恒大鸿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鑫苏 25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 7 2
江苏省淮安

市清江浦区

淮安市清江浦城

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富荣200号融创嘉兴杭州湾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期-1
外贸信托 7.2 1.5

浙江省嘉兴

市海盐县

海盐山水鑫悦置

业有限公司

领会 1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XX 信托 7.3 2
山东省潍坊

市潍城区

潍坊经济区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大丰区城建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 7.05 2
江苏省盐城

市大丰区

盐城市大丰区城

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汇融 39 号（黄石城投）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XX 信托 7.2 2

湖北省黄石

市阳新县

黄石新港开发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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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2021.01.25-2021.01.31）市场曝出信托业界“一哥”旗下投向遵义市播州区的城投

项目爆雷，遵义市下辖 14 个区，播州区 2018 年至 2020 年 GDP 分别为 299.66 亿、328.89

亿、353.69 亿，维持在全市第四位。该项目所涉城投公司在播州区的 3 家城投公司中属末

位，不属于遵义市的核心平台。从过往案例来看，政信项目违约后，不会形成半死不活的局

面，处理方式基本是银行债务置换、滚动偿还的模式，以时间换取空间。投资者在选择政信

项目时，应避开高风险区，该项目涉及区域近些年属于高风险区；应尽量选择区域经济财政

能力强、体制参与程度较高的核心平台公司，远离那些边边角角的下属平台公司。

本周（2021.01.25-2021.01.31）新产品“鑫苏 25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投资

淮安市清江浦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债券； 债券资金用于清江浦区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项目。融资主体淮安市清江浦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政

府，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融资主体净资产 202.27 亿，资产负债率 63.18%，融资主体的净

资产很高，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较强。第 1 还款来源为清江浦城投控股经营性收入，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还款方销售收入 14.61 亿，净利润为 1.28 亿，还款方年销售收入较低，年

利润适中，还款来源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 1 担保方为淮安市清浦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与融资主体及其母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的公司，截止 2020 年 9 月末，担保

方净资产 70.30 亿，资产负债率 69.78%，担保方的净资产适中，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中

等，担保措施比较不足。考虑到政府的隐性担保，2019 年，淮安市 GDP 为 3871.21 亿元，

位居江苏省第 11 位；清江浦区 GDP 为 564.39 亿元，位居淮安市第 2 位，政府财政实力良好。

综合来看，该产品风险适中，适合风险偏好中等的投资者。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适中，建议

风险偏好中等的投资者可以关注。

本周有 28 只券商公募大集合产品已上线互联网平台销售，起购金额从 1 元至 1000 元不等，

持有期限从活期到 1年期不等；各类产品风险等级不同，产品各项费率存在很大差异。中信

证券旗下“中信证券红利价值 B”、“中信证券红利价值 C”、“中信证券臻选成长 A”近

一年收益率分别为 75.57%、74.16%、68.54%，进取型的投资者可以关注。在天天基金平台

“券商公募”专区中的产品，均以债券型产品为主。光大证券资管旗下“光大阳光添利债券

A”近一年收益率为 9.73%，其转型前历史年化为 8.66%，投资风格比较保守的投资者可以重

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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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1.25-2021.01.31）集合信托成立市场行情火爆，募集规模大幅上

升。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有 296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环比增加 28.14%；募集

资金 275.23 亿元，环比增加 49.27%。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7.02%，

环比减少 0.25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2.17 年，环比增加 0.33 年。本周集合信

托发行市场行情转热，产品发行数量和规模大幅增加。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 41

家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268 款，环比增加 5.93%；发行规模 443.80 亿元，环比增加

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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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78 款，投向金融领域 104

款，工商企业领域 25 款，基础产业领域 61 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220 款集合产品公布了预期收益，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73%，分领域看，工

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2%，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16%，金融类产

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01%，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87%。

担保情况概述

本周共有 110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71 款产品的风控措

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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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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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5-2021.01.31）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13 款，较上周减少 6 款，发行规模为 15.87 亿元，较上周减少 5.25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5.31%，较上周减少 0.25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子公司

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10.67 亿元，较上周增加 4.79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7 款，较上周

增加 3款。本周发行的基金子公司产品的平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8.00%。本周期货资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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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发行数量为 1 款。 本周券商发行的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73%，较上周上调

了 0.11 个百分点；平均托管费率为 0.04%，较上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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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8款，

混合类的有 4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的有 5款，权益类的有 4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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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5.03%，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6.83%，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8.5%。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6款，其中固收类的 6 款； 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3款，其中固收

类的 1 款，混合类的 2 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9 款，其中固收类的 1 款，混合类的 2

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4款，权益类的 2 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3款，其中权益类

的 2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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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5-2021.01.31）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635 款，较上周环

比增加 8.36%。本周一共成立 281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增加 41.20%，共有 435

家机构参与了本周私募证券基金备案。本周私募证券八大策略收益全线飘红，本周股票策略

收益拔得头筹，断层第一。其本周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9.91%，较上周涨幅高达 2.37 个百分

点。表现极佳的同时还有宏观策略，本周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8.08%，较上周环比上涨 0.87%，

仅次于股票策略。大宗商品价格优势不在，管理期货策略收益退至倒数第三，本周管理期货

策略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1.90%，较上周环比下降 1.97%，是本周唯一涨幅为负值策略。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数量微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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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款产品，较上周增加 23 款，环比增加 21.10%。其中私

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63 款，创业类基金备案 69 款。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

共发生 154 起，较上周增加 12 起，涉及总金额 664.19 亿元人民币，较上周环比增加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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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款契约

型基金（不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中 6 款契约型基金披露了发行规模，总规模为 9000

万元人民币。本周共有 8 款基金披露了预期收益率，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64%，较上周减少

1.8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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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信托“标”与“非标”谁更安全？

文/萝卜先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标”。

标准化债权资产：是 2018 年 04 月 27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中提出的。

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定义：

指依法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证券，主要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

府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券、

国际机构债券、同业存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资产

支持证券，以及固定收益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等。

我们从标准化资产认定的 5 个条件来分析“标”与“非标”的区别

1、等分化，可交易。从等分化和可交易的条件来看，“非标”与“标”是一样的，初始份

额都是 1 元 1 份，非标的产品也是可以实现交易过户，二者并无实质性差别。

2、信息披露充分。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来看，投资人无论是购买了标准化资产或是非标准化

资产的信托项目，信托公司都会通过自己的官网或是客户经理将信托披露的信息发给投资

人。只是标准化资产的信息来源是银行间或是交易所等特定的市场，而非标准化资产，信息

是直接来源于交易对手的。

3、集中登记，独立托管。标与非标在信托公司这一层都是由信托公司进行登记，并由信托

合同中约定的银行来保管信托财产。二者的区别在于标准化资产会多一层以信托公司的名义

开设的资金帐户，该帐户由银行间或是交易所等场所的服务机构进行登记和托管。

4、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完善。非标的资产的流动性整体来说都是相对较差的，流动性来

源主要是在信托公司或是信托客户经理之间撮合下投资人与投资人达成转让的协议。标准化

资产的转让可以在交易所或是银行间市场进行转让，但流动性好与不好因底层资产的不同而

差异较大，底层资产为国债、金融债券等市场认可度高的资产，流动性会比较好，但是底层

资产为公司债券、企业债等，流动性会较差。

5、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

“非标”和“标”信托份额的转让，投资人都是要到信托公司柜台办理的；信托公司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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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资产的转让，在银行间或是证券交易所等市场进行转让；而信托公司持有的非标准化

资产，若需要进行交易主要是在非公开市场进行交易，交易对手的可选择性会少一些。

标资化的各类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也有较大的差别

流动性较好，安全性较高的资产主要是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支持机构

债券、金融债券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但这一类资产的收益性相对较低。

公司债券、企业债券、证券交易交易所挂牌的资产支持证券等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相比于

前者都更低，但收益性相对前者更高。

小编觉得：资产的安全性与否，不能简单的通过资产的是“标”还是“非标”来判断。实质

还是需要看交易对手的整体实力。信托项目的安全性高低，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底层资产的

本质。

资金池信托还能不能投？

文/李奎霖

摘要：资金池本身只是工具无对错，如果非要投，记得找背景硬的国家队管理人+收益期限

有优势的产品。

凡是买前不说清楚底层资产的资金信托都是资金池信托，是资金池信托的本质。在 2020 年

6 月 SC 信托资金池爆掉前，信托业内普遍认为按惯例，信托公司需对这样不说清楚底层的

资金池给自然人投资者 100%兑付本息。

但 SC 信托，大连华信信托却到现在仍不按过往套路出牌，这让人难以对资金池信托继续跟

牌。

那么，资金池信托现在还能不能投？

对此，作者认为：资金池本身只是工具无对错，如果非要投，记得找背景硬的国家队管理人

+收益有优势的产品。

资金池本身只是工具，工具没有对错之分。就像水火，即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关键要看

掌握在谁手里。

以负责的东方某大国为例，经济上，自 2000 多年前管仲“官山海”，桑弘羊“盐铁专营”

以来，历朝历代全国值钱的产业都掌握在国家队手里，全国来钱容易的生意也都由国家队在

经营。

新世界的经济制度也一再重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很明显，

资金池这样期限错配暗箱操作不透明，易变成掩盖不良的下水道的工具，也得由国家队掌握

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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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SC 信托案例，同在成都的 ZT 信托一直过的很爽，人家资金池信托也没少发，却一点儿事

都没有。

如果非要投，记得找背景硬的管理人+收益期限有优势的产品。

1、找背景硬的管理人

如果非要买资金池信托，建议在背景硬的国家队信托公司里选产品。

因为金融行业本来杠杆就高，资金信托的风控措施各家写的相差不大，各家都在相互抄风控

措施。

风控措施最终落到实处，其实是拼爹（爹代表政商关系，就是股东背景），背景硬的国家队

信托公司，面临风险就没事，不硬的信托公司就容易风险蔓延到投资人。

实务中，自 2007 年信托业第 6 次整顿后至今，批量爆雷的信托公司，全是小民营信托公司。

2、得收益期限有优势

介于资金池信托已有明显的缺点和风险案例（事实上所有类型的产品都有明显的缺点和风险

案例），如果非要投资金池信托，得收益期限有优势，不然就来央企信托公司发行的传统江

浙政信信托了。

注：资金池争议很大，如果以鸡蛋挑骨头的精神来看待，则不止资金池，市场所有产品都渣。

水至清则无鱼，要客观研究，产品难以十全十美，只能尽力平衡。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一战赚了 2600 亿，温州最牛企业家：项光达

文/江湖大大

他，身价没进过富豪榜前 300，温州之外，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

但就是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先后拿下不锈钢和镍铁产业两个全球第一，还在新能源汽车

电池领域建立起中国话语权。

01 汽车电池产业绕不开的人

新能源汽车风云激荡，围绕电池的争夺尤其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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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当宁德时代、LG 化学、松下、三星等全球电池巨头激战正酣时，一家成立仅 3 年

的电池厂商，突然空降一般杀入中国锂电池装机量前五，出货量超越松下、LG 化学。

这匹黑马叫瑞浦能源，2017 年成立，生产基地二期还没建好，就已经被广汽、吉利等 20 多

家新能源车企抢着下供货订单。

瑞浦凭什么高位出道？

锂电池整条产业链，可以分为上游原料→正极前驱体→电池制造商→整车厂等几部分。在上

游原料中，稀有金属镍在电池总成本中占比近 30%，高镍、超高镍电池占比更高。

可以说谁能拿到低价镍，谁就掌握了生产电池的成本优势。

瑞浦的母公司永青科技，正是一家生产金属镍的新能源公司。因为手中有镍，全球头部正极

前驱体生产商格林美、中伟股份、华友钴业等，都找永青合作供镍，连瑞浦能源的巨无霸对

手宁德时代都通过子公司寻求与它合作。

半个汽车电池产业的七寸都捏在一个永青科技手里——它凭什么垄断镍资源？

永青的母公司青山控股集团，是全球最大镍铁生产商之一。2018 年全世界 12%的镍铁出自青

山在海外的镍矿。

从瑞浦到永青再到青山，仅仅三家子母公司，就打通了从上游镍原料到电池前驱体，从电池

制造到下游车企的全链条，成为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绕不开的存在。

而这三家公司的背后，站着同一个对新能源野心勃勃的人——青山集团董事局主席项光达。

02 温州最牛企业家

项光达，一个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搜不到的温州商人，实力却堪称工业界的世界第一等。

2020 年 8 月，在财富世界 500 强的最新榜单上，项光达实控的青山控股集团以 2600 亿元营

收排名 329 位，超越小米、格力，距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只差一名。

如果不是最近出现在各种榜单，这位整天穿工作服下车间的大佬可能一直低调隐秘下去。

自 1988 年下海创业至今，项光达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了 32 年，工厂遍布福建、广东、浙江、

河南等多地，业务延伸至印尼、印度、美国和津巴布韦等多国。

温州人以做各种小商品闻名，喜欢尝试各种赚钱机会，项光达没有这个习惯。别人做 100

件事，他宁愿紧盯一件事做 100 遍。

因为这种专注，项光达看似在钢铁这个没有想象力的赛道一条路走到黑，实际却把自己选的

每条路都走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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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领域，青山已形成年产超 1000 万吨产能，自 2014 年起稳居全球第一；

镍铁冶炼产业，以每年约 30 万吨镍当量占据全世界产能的 12%，全球第一；

镍铬合金材料开发上，年产值近千亿，成为苹果等公司一级供应商；

新能源领域，入局三年成为国内锂电池企业前五强……

有人曾问项光达，为什么他能在涉足的每个领域无往不利，做什么都如此凶猛？项光达说，

其实没有什么捷径，“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不认命，敢闯。”

03 坚决不做地产，不搞金融

项光达不认命，从其创业初期就看出来了。

1988 年，项光达放弃国企的铁饭碗，不顾家人阻拦辞职下海，拉上几个亲戚每人凑了几千

块，建起一个制造门窗的小作坊。

从小作坊起步，他把业务从门窗拓展到汽车钢配件，逐渐进入不锈钢生产领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钢铁很多是国营钢铁企业包产包销，项光达的小作坊一无技术二

无人才，起步艰难。

为了盗取“火种”，项光达和另一位合伙人张积敏隔三差五就往太原钢铁厂跑，连哄带求、

软磨硬泡，终于感动了几位经验深厚的技术专家南下温州，手把手带青山建起第一条生产线。

小作坊被注入技术灵魂，开工上马，成为全国最早一批民营钢铁厂。

到了世纪之交，国家“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接连在全国掀起基建热潮，青山钢铁厂产

能拉满，高炉日夜不熄。

一直想做大做强的项光达“嗅觉”敏锐，跟张积敏等几位股东商量后，果断在浙江、河南上

马年产 50 万吨的不锈钢生产项目，同时拿出上亿利润并购其他钢铁厂。一番大开大建，青

山总产能迅速突破 80 万吨，一跃成为中国不锈钢领域的民营龙头企业。

新工厂开建期间，项光达常常在工地一待就是一天。他野心勃勃地规划着一个比宝钢、太钢

更宏伟的钢铁帝国蓝图，新厂一步一步落成，他离目标越来越近。

张弓拉满只待大干。谁知一场危机正悄悄逼近。

2005 年前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钢铁市场逐渐出现产能过剩势头，尤其国内“九五”到

“十五”期间大干快上，催生出一万多家炼钢厂，很多规模不大的民营钢厂因订单骤减，大

批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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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承受过市场和资金链压力。在此期间，项光达曾被各路亲友劝告：

趁现在还有钱有资本，不如去搞金融、房地产，比干钢铁赚钱快得多！

的确，钢铁行业前景不明，而当时温州随便一个炒房团手里都有百亿级的项目，山西海鑫钢

铁的董事长李兆会就是靠转型房地产和金融成了山西首富。

实业低迷，炒房正兴，可项光达坚决不愿意搞房地产、做金融。

干了几十年钢铁的项光达一直抱定“制造业才是国家经济命脉”的观点，正像领导人所说：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

项光达坚定看好实业，他不仅笃信钢铁行业仍大有可为，而且别人恐惧他疯狂，身边人都喊

大环境不好时，他却说，“青山的机会来了！”

04 粉碎国外镍霸权，一把钢刀直插上游

2005 年至 2018 年，中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由近万家锐减至 5000 多家，倒掉一半。

上游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下游钢材价格却走弱，炼一吨钢的利润一度买不了一瓶矿泉水。

全国钢铁企业总负债达到惊人的 3万亿。

“军工之光”东北特钢倒了，世界 500 强渤海钢铁倒了，搞房地产续命的海鑫钢铁最终也倒

了。

在长达十多年的去产能周期中，项光达死守主业，不放弃也不等死。

别人节衣缩食，他却每年至少拿出 100 亿元投入新项目新技术，率先引进国际先进的回转窑

—矿热炉（RKEF）冶炼工艺，又带队研发出 RKEF—AOD 炉双联法新技术，把不锈钢冶炼的总

能耗砍掉了 50%，每吨成本节省 800 元。

一边苦练技术，另一边项光达把目光投向成本端。

在不锈钢生产原料中，成本占比最高的并非铁矿，而是起到耐高温腐蚀作用的镍金属。以

300 系不锈钢为例，镍占成本比例的 50%以上。

中国作为第一产钢大国，消耗了全球 56%的镍，但八成以上依赖进口。国际上生产镍金属的

巨头公司抓着中国薅羊毛，动辄提价，把国内钢铁行业利润压缩到不足 4%，薄如刀刃，而

国外矿山利润却高达 40%，相当于我们一直在给国外打工。

“制造业，技术都可以学，但资源匮乏就特别难。”提到外国的镍霸权，项光达曾经特别无

奈。他一直在伺机挣脱这道资源枷锁，结束被割韭菜的命运。

2008 年、2009 年，趁金融危机把跨国矿企干得缓不过气，他悄悄摸到世界最大镍矿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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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重金抢下 4.7 万公顷红土镍矿开采权，成功打入上游镍矿生产行业。

此后几年，项光达以不少于 400 亿美元的规划投资，在印尼、印度、津巴布韦等海外各国四

处奔走，买矿建园，仅印尼的青山工业园就建有 200 万吨镍铁产能，接近中国全年镍铁产量

的一半。

悄悄买矿的项光达，让青山高歌猛进的成长惊艳所有人。

过去十年，青山悄无声息地爬升至全球镍铁老大之位，实现镍自由的项光达也拥有了打赢钢

铁大战的“核武器”。

2009 年至 2019 年，青山不锈钢产量从百万吨增至千万吨，销售额从几百亿增至 2000 多亿

元，十年翻十倍，超越“南宝北太”，甩开欧美百年钢铁巨头，稳步成为全球最大不锈钢企

业。

更有全局意义的是，项光达对镍矿的大规模开发，令青山在全球镍期货市场的买入或卖出，

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市场价格，这让中国的镍相关制造业摆脱了被动的国际镍价波动，拥有

了成本自主权。

“原来国外卖我们 50 万元/吨的时候，它的成本也就 15000 元，现在青山进军镍行业，把成

本减了下来（期货镍价约十几万元/吨），支持了国内产业。”项光达不无自豪地说。

05 功名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做企业，项光达的信条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中流砥柱。

从 32 年前的小作坊起步，一路攻技术、破垄断、抢矿山、砍成本、超越国营大厂，甚至把

蒂森克虏伯这种世界钢王逼得放弃不锈钢业务，这个温州人真正做到了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令人欣慰的是，屠龙勇士没有把自己变成恶龙。

坐拥海外镍矿的项光达，与国内众多同行、材料商，尤其是同样受制于镍金属短缺的新能源

汽车电池产业各方合作，以青山的海外矿权和工业园区，为中国不锈钢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提

供了极大便利，帮助中国企业在关键产业链打入中心位置。

前几年，全球动力电池市场打响正极材料卡位战，中国企业正欲加速超车欧美日，紧要关头，

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意识到镍供应可能要出问题。

许开华后来找到青山，希望对方出手相帮。项光达凭借自己在印尼的关系，帮格林美“一路

绿灯”把工厂建到了镍矿旁边。

“他给了我信心。”许开华说：“青山在印尼的工厂、港口、电力和道路（给我们）使用都

不成问题。我们的成本降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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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山的火力支援下，中伟、格林美陆续发展成全球最大电池前驱材料企业，现在是特斯拉、

LG、三星的上游供应商。

以一己之力，重塑全球不锈钢和镍金属两大工业格局，以镍能力凝聚中国新能源电池势力，

在关键环节形成卡别人脖子的集群优势，项光达建立了全行业“功成必定有我”的重要隐性

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在实干的企业家那里或许比登上富豪榜更有价值。

青山登顶钢铁大王后，项光达对《温州都市报》说：在很多人眼里，青山好像是突然冒出来

的，其实不是的——

“青山每年都用至少百亿的项目投入来保证若干年后可靠的效益产出。”比如印尼工业园，

前期建设要 5 年，投产后还要亏损 7 年，很多企业现在已经没耐心做这种长线投资了。

“有巨大的投入，注重创新，才会有后期几何式的增长。”项光达说，对企业家来说，今天

埋下了种子，一步一个脚印，埋头做实业，明年、后年的收成，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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