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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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债 2015 期海峡优质项目一期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I 类）
中铁信托 7.3 2

福建省福州

市永泰县

福建五环实业有

限公司

创元 14 号高新金控专项债权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期）
陕西国投 7.45 2

陕西省西安

市高新区

西安高新金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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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期-1
外贸信托 7.3 2

浙江省嘉兴

市海盐县

海盐山水鑫悦置

业有限公司

恒信国兴 446 号-鑫辰 149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4期）
五矿信托 7.3 2

山东省济宁

市邹城市

邹城市利民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顺鑫 1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 7.1 2
江苏省盐城

市盐都区

盐城盛州集团有

限公司

汇融 39 号（黄石城投）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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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睿 16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XX 信托 7.4 1

河北省廊坊

市固安县

国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信元民生第 6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2期）
山东信托 7.75 2

山东省临沂

市罗庄区

临沂市花开置业

有限公司

鑫苏 27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 7.05 2
江苏省盐城

市亭湖区

盐城兴北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鼎盛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期） XX信托 7.5 2
四川省成都

市金堂县

四川成阿发展实

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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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1-2021.03.07）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建议制

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管理条例。具体举措包括简化 REITs 产品结构，明确 REITs

直接公开发行与上市规则；明确 REITs 集中统一监管及税收政策。REITs 有利于稳投资、降

杠杆、高效利用存量资产，并且提供了一种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的新型产品。REITs 产品交易

形式上与其他公募基金相同，有场内交易 ETF 基金经验的投资者可以寻找折溢价套利机会。

不了解 REITs 运作方式及投资标的的投资者，建议不要贸然参与对这类产品的投资；对这类

产品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可从优选项目和优选具备一定实力的基金管理人两方面来入手。

重点考察底层资产支持证券所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的实力，参考公募 REITs 每年披露的

评估报告来作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优选投研团队实力强、拥有充足相关经验的基金经理和

基金公司进行投资。

本周（2021.03.01-2021.03.07）新产品“顺鑫 1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投资

盐城盛州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专项金钱债权，专项债权资金用于盐城市智创园配套区工

程项目建设。融资主体盐城盛州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城市盐都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办公室，是盐城市第九大平台公司。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融资主体净资产 120.51 亿，资

产负债率 63.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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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盛州集团经营性收入，截止 202 年 9 月末，还款方年销售收入为 9.02 亿元，年利润为

1.29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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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担保

方为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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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净资产 193.48 亿，资产负债率 69.30%，担保方 1 的净

资产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较强，担保措施比较不足。考虑到政府的隐性担保，2020

年，盐都区 GDP 为 606.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8.42 亿元，位居盐城市第 3位，政府

财政实力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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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较高，建议风险偏好中等的投资者重点关注。

春节以来，基金暴跌，昔日的明星基金也扛不住，基民损失的实实在在的财富。大幅下跌行

情，主要是因为 2020 年基金抱团股累积了太多的涨幅，而 2020 年末基金抱团股连续大跌，

市场形成了踩踏效应，导致整个市场消极情绪蔓延。尽管基金短时间跌幅如此凶猛，但把时

间放得足够长，投资基金的风险相对炒股来说，还是要小很多。基金是长期投资，短期波动

投资者可以不必太过于在意。经过短时间疾风暴雨般的下跌，已经释放了一定的风险，从某

种意义上说，下跌恰恰是逢低布局的好机会。投资者应耐心等待风险继续释放，基金的表现

很大概率会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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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3.01-2021.03.07）集合信托成立市场继续遇冷，募集规模下滑，

但成立数量增加。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有 228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环比增加

21.93%；募集资金 101.06 亿元，环比减少 9.57%。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

率为 6.84%，环比减少 0.15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2.35 年，环比增加 0.42 年。

本周集合信托发行市场大幅回暖，产品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大增。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

本周共 35 家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253 款，环比增加 11.95%；发行规模 442.65 亿元，

环比增加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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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59 款，投向金融领域 116

款，工商企业领域 27 款，基础产业领域 51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200 款集合产品公布了预期收益，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86%，分领域看，工

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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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13%。

担保情况概述

本周共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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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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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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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1-2021.03.07）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14 款，较上期减少 12 款，发行规模为 18.97 亿元，较上期减少 11.58 亿元。本周券商发

行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5.44%，较上期下调了 0.45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子

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9.64 亿元，较上期增加 3.47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7款，较上

期增加 3 款。目前基金子公司资管发行处于波动状态。本期发行的基金子公司产品的平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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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6.60%。本期期货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1 款。本期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

理费率为 0.47%，较上期上调了 0.04 个百分点，变化较小；平均托管费率为 0.04%，较上期

下调 0.01%，恢复往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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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9款，

混合类的有 2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的有 5款，权益类的有 6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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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86%，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5.4%，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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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10款，其中混合类的 2 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4款，

权益类的 4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2款，其中权益类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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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01-2021.03.07）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533 款，较上周环比

下降 12.21%。本周一共成立 158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减少 13.29%，共有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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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下行，仅有管理期货

策略收益为正。由于近期一些热门板块抱团股下跌，低迷多日的商品市场在原油火爆行情的

引领下重新回暖，因此本周管理期货策略收益强势领跑，本周管理期货策略近一个月收益率

为 2.86%，较上周上涨 2.33 个百分点。本周股票策略收益下跌严重，收益垫底。本周股票

策略近一个月收益率为-3.67%，较上周下跌将近 9个百分点。本周八大策略收益跌幅惨烈，

环比跌幅超过 3个百分点的策略还有，宏观策略、组合基金策略、复合策略和事件驱动策略，

它们本周的收益为别为：-4.81、-5.19、-3.67、-3.80。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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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款产品，较上周减少 54 款，环比减少 41.22%。其中私募股

权类基金备案 36 款，创业类基金备案 41 款。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32

起，较上周减少 8 起，涉及总金额 307.96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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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款契

约型基金（不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中共有 5 家机构发行了契约型基金，发行总规模

为 46000 万元人民币，平均期限为 0.95。本周共有 11 款基金披露了预期收益率，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 6.86%，较上周下降 0.7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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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2021年 GDP增速 6%！信托投资将如何变化？

文/陆家嘴尚书房

今年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设定为 6%以上，通胀目标设定在 3%左右。

刚刚开幕的 2021 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设定为 6%以上，

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政

府工作报告》称，通胀目标设定在 3%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公布的地方政府 2021 年增长目标也相对保守。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中，超过 20 个省份将增长目标设定在 6%—7.5%区间。占据中国经济大半壁江山的几个

省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增速目标均设在 6%以上，浙江为 6.5%以上。

那么一向横跨货币、资本和实体三大领域的信托行业，在 2021 年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01 信托发行规模下降的同时，收益有望提升

整体来看，2021年 1月集合信托产品的发行和成立规模都较上年12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是去年年末信托公司冲规模影响下的正常回落；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复苏，之前宽松货币政策

也将回归稳健，资金面紧张，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上行，集合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回升。

敦促信托公司由传统的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仍然是 2021 年监管的大方向。

据信托行业最新统计，2021 年 1 月共有 95 款产品的收益率超过 7%，收益率 6%-8%，是目前

发行产品收益率主要集中区间。2021 年信托收益有望进一步回升。

02 基础产业发行规模逆转增加

由于近期监管对地方债务融资的限制，且随着疫情影响减弱，经济和政策逐渐回归常态，信

托公司开展政信业务的机会有所增加。2021年1月份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383.56

亿元，环比增加 5.8％，同比减少 32％。但是政信业务的收益率持续保持低位，也是政府债

务管控的一个表现。

03 房地产类信托规模精准压降

“三道红线”和“房贷集中度管理”等政策的出台，都制约着房企通过借款、发债等传统融

资方式筹措资金；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房地产融资额度的控制依然严格，供需两端受限使得

房地产信托规模得到精准压降。2021 年 1 月地产类信托发行规模 6100.75 亿元，规模较上

年末大幅下降，环比减少 21.6％。随着高压调控的持续，地产类信托的规模和收益预计不

会出现大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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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证券类信托和股权投资类信托规模有望稳步提升

随着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和监管逐步完善，更多信托资金将被有序引导进入资本市场。证券类

信托和股权投资作为信托公司转型的两大方向，有助于促进信托公司与实体企业深度融合。

在“两压一降”的监管环境下，通道类业务和融资类业务会进一步受到压缩，证券类信托和

股权投资规模将稳步提升。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稳健的信托配置是高净值客户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稳稳的

6%-8%的信托收益，是对抗当前通胀预计的一个有效途径。

干货！政信定融与信托的区别

文/信托网研究院

政信定融是什么？首先解释什么是政信项目和定融。

政信项目的融资方一般是政府的各类融资平台（地方国资委控股），政府融资平台负责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开发等。定融的全称是定向融资，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

内还本付息。定融采用备案制发行，发行需在金交所登记备案，并通过金交所或其他方式披

露相关进展公告，并由金交所与受托管理人同时督导发行方按时兑付本息。

定向融资业务属于私募性质，合格投资者只有注册为各金融资产交易所或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会员，且经风险测评结果与产品的风险级别相匹配后才能对产品进行认购和受让。一个向融

资计划产品的投资者人数合计不得超过 200 人。

01 定融和信托的区别

1、起投金额：

目前定融的低起投门槛一般只需 10 万，多则 20 万到 30 万，信托的起投门槛原则上还是 100

万起投，甚至三百万起投，定融显得更“亲民”。

2、收益范围：

相同的融资方、担保方以及相同的投资金额比较之下，定融类的产品收益率一般要比信托产

品的收益率高，通常会高出 1-2%。因为信托作为居间管理人向融资方收取一定的通道费一

般在 1%-2%，定融由融资方直接发行，备案费用低可以更多的让利给客户。

3、期限不同：

政信信托一般的期限为两年期，少有一年半或一年的产品，定融的发行相对灵活，一般不超

过两年，一款项目有的同时设计一年期和两年期。个别项目整体存续期仅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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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集中度不同：

定融因起投门槛低，所以投资人可以适当分散到数个项目上，风险也适当分散。投资领域的

风险相对信托略低，但低风险不代表无风险。

5、风控措施不同：

一般信托类要比定融类的风控措施更好一些。拿政信类产品来说，信托的发行对于交易对手

的评级要求相对较高一些，所以一般信托普遍以担保为主要措施，定融类主要是基于资产挂

牌折价出让到期溢价赎回，所以定融产品一定会有资产抵押，常见的是应收账款质押或土地

抵押，再加上相应的担保。

6、监管不同:

信托是金融机构，由银保监会监管，信托作为受托管理人为客户做尽职工作，监督融资人还

本付息，定融并由金交中心与受托管理人同时督导发行方按时兑付本息。

02 定融和信托的相同点

1、同是政信项目：

同一个融资主体会看到有发行信托融资，也有发行定融直接募集，但信托的融资规模会大的

多，定融只是小部分资金的补充。不管是政信信托或定融，本质都是政府投融资平台融资，

都具有政府背景，底层资产是一样的。

2、风控措施相同：

两者所使用的增信措施都是政府平台公司担保、收益权质押、不动产抵押等方式，但组合不

相同。往往信托产品的增信措施要优于定融产品。实际操作角度来讲，这也仅是个“增信措

施”。

3、私募性质：

信托与定融对于投资人都有一定要求，认定合格投资者标准，同属于私募性质，不能公开募

集。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每天赚 3 亿！江苏新首富：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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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大江湖解局

2021 年 3 月 2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1 全球胡润富豪榜》，一对叫陈建华和范卫红的

夫妇，以 2600 亿元的财富，位列全球 36 名，成为了江苏省的最新首富。

陈建华夫妇的财富，超过了刘强东和奶茶妹妹的 1880 亿，秒杀了老牌首富张近东的 580 多

亿，刷新了江苏首富的新高度。胡润研究院 2020 年发布的《2020 中国胡润富豪榜》上，陈

建华夫妇还只是 1350 亿元。深入研究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陈建华的财富增长速度让人

咋舌。

两份榜单发布时间不到半年，陈建华的财富就暴增了 1250 亿元。为了不要引起大家不适，

以一年进行计算，陈建华每天赚 3.4 亿元。

实际上，《2021 年全球胡润富豪榜》的统计截止时间是 2021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中国

胡润富豪榜》的统计截止时间是 2020 年 8 月 28 日，两者相距 140 天。

如果以此进行计算，陈建华的财富每天增长 8.9 亿，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印钞机！但陈建华的

知名度却非常低，普通大众并不知道其人其事，这与其刻意保持低调有关。陈建华之所以避

开媒体，极少接受采访，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与其不愿公开的发家史有关。

那么，新晋江苏首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01

1971 年 3 月，陈建华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吴江县出生。那是江南农村的一个穷苦家庭，陈建

华从小就承担生活的重担。

13 岁的时候，大部分孩子还在读初中，但陈建华却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养家。

陈建华年龄太小，没有太多适合他的工作，他不得不去建筑工地，做一名建筑工人。高强度

的工作，压在他稚嫩的肩膀上，并没有让他退缩。3 年后的一天，一次生产事故，让他的脚

受了重伤。

住在医院的半年，陈建华第一次静静思考这份工作和未来。要不是这次突如其来的事故，可

能就没有未来的这位江苏首富。出院之后，陈建华发现苏州的纺织业慢慢兴起，纺织厂如雨

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这就催生了纺织厂上游的蚕丝生意，经常有工厂跑到陈建华家乡收购

蚕丝。

陈建华拿着做建筑工存下的钱，做起了收购农民蚕丝的生意。

头脑灵活，踏实勤奋，农民出身的陈建华，很能讨得农民们的信任。农民们愿意先给他蚕丝，

等他收到钱，再给货款。

这让陈建华的生意越做越大，短短几年时间，他就赚到了上百万元，成了当地一名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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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纺织厂合作的过程中，陈建华不仅赚到了钱，还收获了爱情。

范红卫是纺织工厂里的一个会计，比陈建华大四岁。财务结算的时候，陈建华经常与范红卫

打交道，一来二去，两人暗生情愫。没多久，两人就结婚了。

一个吃着铁饭碗的女会计，嫁给了一个建筑工人，不得不佩服范红卫的眼光和胆识。

“女大三抱金砖”，陈建华也实实在在找到了一个事业上的强大助手。

这个贤内助在结婚没多久，就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

长期做纺织原材料的生意，积累第一桶金后，陈建华有了创业开纺织厂的想法。

但要建一座工厂，投入巨大，谈何容易？

1994 年，有一个濒临倒闭的纺织工厂，进入了陈建华的视线。

一直做会计的范红卫，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于是，两人押上全副身家，并四处举债，

凑了 369 万元，将这家工厂买了下来。

这是两夫妻的第一次豪赌，很幸运，他们赌对了。

陈建华将工厂改名为吴江纺织厂，当上了总经理；范红卫辞掉了工作，成为了吴江纺织厂的

财务总监。

在两人的悉心经营之下，吴江纺织厂起死回生；第二年，工厂就实现了 1000 万元的盈利。

那个时候，是苏州纺织行业井喷，陈建华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

但没多久，这个行业，就遭受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大的危机。

02

1997 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苏州的纺织行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不少纺织厂倒闭，很多老板破产，纷纷挥泪甩卖厂房和设备。

范红卫有多年执掌财务的经验，工厂的现金流一直保持良好。

每一次危机到来，危险中伴有机会。对于手握现金的陈建华来说，此时遍地都是便宜的资产。

夫妻俩进行了第二次豪赌，他们大量收购倒闭的工厂，规模扩大了好几倍。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这场金融危机很快就过去了，苏州的纺织行业都重新繁荣起来，而此时的陈建华，成为了行

业的领头羊。

这一次，夫妻俩又赌对了。

多年浸淫纺织行业，陈建华不再满足于只做纺织，随着化纤新材料的出现，纺织行业也会面

临重大的变革。

2002 年，陈建华投资了 22 亿元，投建了化纤厂，将产业链进一步向上延伸。

第二年，陈建华将旗下大大小小的产业进行整合，组建了恒力集团，正式开启了集团化运作。

陈建华在苏州成了知名的企业家，免不了与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

主政一方的领导，命运也将随之沉浮。

此后的几年，陈建华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和并购，主要还是围绕纺织产业，向上游进行扩张，

发展了石化、新材料和地产的业务。

经过多年布局，2010 年，陈建华在大连投资了长兴岛炼化项目。他打通了从上游石油炼化，

到下游化纤织造的整条产业链。

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的关照下，陈建华拿到登陆资本市场的入场券。

从 2012 年开始，恒力集团旗下的恒力化纤，就进入了上市辅导。2013 年，恒力化纤冲刺 IPO，

但当时化纤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不强，很难通过证监会审批。

在 A 股 IPO 折戟沉沙之后，陈建华并没有放弃，选择了曲线救国之路——借壳上市。

2015 年，大连的国企上市公司——大橡塑连续两年亏损，陷入了经营困境。为了保住上市

公司地位，大橡塑两次提出重组计划，但被当地主管部门否决。

2015 年 6 月，大连国投宣布将其持有大橡塑的 30%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

根据规定的受让条件，当时只有中石化和恒力集团满足；不出意外，恒力集团拿到了上市公

司的股份。

随后，大连国投成立一家子公司，将大橡塑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剥离，纳入到新成

立的子公司。

将大橡塑掏成一家干净的壳之后，再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了恒力化纤

99.99 的股份。

2016 年 3 月，恒力化纤成功完成了借壳上市，陈建华成了上市公司的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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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化纤借壳上市，实际上是陈建华的第三次豪赌，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

尘埃落定之时，辽宁省官场地震，陈建华也受到牵连，接受了问话。

所幸的是，在这段时间内，范红卫主持工作，恒力集团的生产和经营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没多久，陈建华也恢复了正常工作，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经济问题。

第三次豪赌再次获胜，陈建华和范红卫，以及他们苦心经营二十几年的恒力集团，走上了巅

峰。

03

2020 年，恒力集团的营业额达到了惊人的 6953 亿元，超过了江苏的民企巨头苏宁集团，成

了世界 500 强排名 107 的巨头。

不知不觉中，恒力集团成为了继华为之后，最大的国内民营企业之一。

恒力集团与华为的营业额相比，少了大约 2000 亿。在恒力集团内部，华为也成为了他们赶

超的目标。

上市公司恒力化纤，后来更名为恒力石化，股价也迎来一波波澜壮阔的上涨。

从去年底的 24 元每股，一路最高暴涨到 49 元，市值膨胀到了 2544 亿元。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伴随着恒力石化市值的一路暴涨，陈建华和范红卫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上涨。

夫妻俩以 2600 亿元的财富，摘得了江苏新首富的桂冠，并刷新了江苏首富的新高度。

陈建华从一个建筑工人，与会计妻子范红卫白手起家，二十几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营业额

7000 亿的民企巨头，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陈建华的成功，离不开他敢于豪赌的性格，更离不开他咬定实业不放松。

在大量的企业家，搞多元化经营，脱实向虚玩金融的潮流下，能够从一而终，坚持初心，坚

持做实业，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是他应得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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