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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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会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

期）
XX 信托 7.05 2

江苏省盐城

市大丰区

盐城市大丰区裕

丰城镇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醴陵渌江投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国民信托 7.7 2
湖南省株洲

市醴陵市

醴陵市渌江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曲江临潼旅游集团专项债权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7.25 2

陕西省西安

市临潼区

西安曲江临潼旅

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天府龙阳专项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7.45 2

四川省成都

市简阳市

四川龙阳天府新

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润昇财富 20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首次募集期第 4个销售期）
北京信托 7.3 2

北京市顺义

区

北京文投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锐银 22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XX 信托 7.2 2
江苏省盐城

市阜宁县

江苏阜农投资有

限公司

苏南扬中（19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XX 信托 7.05 2

江苏省镇江

市扬中市

扬中市交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光信·光鑫·优债 39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五期）
光大信托 7.33 2

湖南省醴陵

市经济开发

区

醴陵滨城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诚享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 中粮信托 7.4 2
山东省菏泽

市

山东菏建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

国富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中粮信托 7.5 2

江苏省淮安

市洪泽县

江苏洪泽湖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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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5-2021.03.21）周一为消费者日，让人想到信托史上最大罚单 3490 万元，

其所涉及信托项目均为资金池项目，资金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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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通投资者应远离资金池项目。凡是投资者购买之前，信托公司说不清

楚底层资产的资金信托，都是资金池信托，投资者可以用这一简单粗暴的方法识别是否是资

金池信托。截止目前，批量爆雷的资金池信托全是纯民营信托公司，而至今这些信托公司方

面并未给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因此，信托公司的企业性质、综合实力也应作为投资者选择信

托项目的一个角度。

本周（2021.03.15-2021.03.21）新产品“苏南扬中（19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用于

向扬中交投受让其持有的子公司扬中长旺 100%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其中 3 亿用于扬中

市高效生态农业基地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剩余 2亿最终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交易对手

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扬中市人民政府。截至 2020 年 9 月末，融

资主体的净资产 120.1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2.37%，融资主体的净资产较高，资产负债率

较低，实力很强。第一还款来源为扬中交投经营性收入，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扬中交投营

业收入 13.46 亿元，净利润 4.27 亿，还款方年销售收入较低，年利润较高。还款来源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一担保方扬中绿洲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扬中市人民政

府，与融资主体及其母公司没有关联关系，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担保方的净资产 205.34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56.53%，担保方净资产很高，资产负债率适中，实力较强，担保措施

稍显不足。第 1 质押物为扬中交投持有的扬中长旺 100%的股权（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

物金额为 5.94 亿元，抵质押物不够充足。考虑到政府的隐性担保，2019 年扬中市 GDP 为

487.83 亿元，位居镇江市第三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1.72 亿元，财政实力良好。综合来

看，该产品的最终风险较低，适合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较高，风险

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近期已有三家银行相继落地了碳中和金融产品。如中国银行作为主承销商，为国网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成功发行国内首单碳中和证券化产品。碳中和目标下，银行金融业务发展的重

点领域将面临调整。但是，目前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融资情况，被投资企业的建设

发展情况，项目完成后是否能够达到绿色标准等方面的信息披露，都不是很完善。以及，贷

款企业出现污染违规违法事件，金融机构是否会采取一些处罚措施等。因此，建议投资者对

该类金融产品保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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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3.15-2021.03.21）集合信托成立市场回暖，周募集规模反弹大涨。

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有 224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环比减少 3.03%；募集资金

179.41 亿元，环比增加 81.28%。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6.94%，环比

下滑 0.08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1.98 年，环比减少 0.28 年。本周集合信托发

行市场较为平淡，产品发行规模维持较高水平。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 36 家信托

公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258 款，环比增加 0.39%；发行规模 467.28 亿元，环比增加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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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66 款，投向金融领域 120

款，工商企业领域 18 款，基础产业领域 53 款，其他领域 1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199 款集合产品公布了预期收益，非标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86%，标品

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44。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43%，房

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26%，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11%，基础产业类产

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96%。

担保情况概述

本周共有 165 款产品披露了风控措施，有 78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

其中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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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5-2021.03.21）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16 款，较上期减少 2 款，发行规模为 18.57 亿元，较上期减少 1.57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6.28%，较上期上调了 1.15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子公

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11.41 亿元，较上期增加 7.60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9 款，较上

期增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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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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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比较基准。本周没有期货资管产品的发行情况。本期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1.07%，较上期上调了 0.54 个百分点，变化剧烈；平均托管费率为 0.04%，较上期上调 0.01%，

与往期水平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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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6款，

混合类的有 9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的有 10 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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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82%，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7.5%%。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4款，其中固收类的 4 款； 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3款，其中固收

类的 2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1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15 款，其中混合类的 6款，

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9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3款，其中混合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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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5-2021.03.21）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611 款，较上周环

比上升 12.32%。本周一共成立 208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增加 11.23%，共有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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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收益延续下行趋势，仅有

管理期货策略收益为正，本周管理期货策略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2.23%，较上周下降 0.64 个

百分点。由于市场风格切换，股票策略本周表现排名降至最后一位。本周股票策略近一个月

收益率为-6.89%，较上周下降 3.23 个百分点。本周收益回撤较大还有宏观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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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60、-2.78 和-2.28。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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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款产品，较上周增加 27 款，环比增加 26.73%。其中私募股

权类基金备案 72 款，创业类基金备案 56 款。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30

起，较上周增减少 3起，涉及总金额 407.34 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 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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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款契约

型基金（不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中 4 家机构发行了契约型基金，发行总规模 16200

万元人民币。本周共有 4 款基金披露了预期收益率，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7.64%，较上周上升

0.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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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卖信托产品的第三方理财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文/信托者

在国内的体制下，不单单是信托产品，几乎所有的资管产品，都是通过销售产品来获取佣金，

佣金收入往往是各家三方财富的收入主要来源，尤其是信托产品，只有持有信托牌照的金融

机构才有发行项目的资格，因而三方财富不能发行项目，更不能参与管理项目，就无法在项

目收益中收的一杯羹，而当三方财富公司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希望资源利用最大化，

而非持牌机构的金融机构无法发行，项目获利无从说起... ...

这个时候，在前几年中私募基金和互联网金融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在市场中很典型的

代表就是诺亚财富和宜信财富，前者一直主要以代销信托为主，积累了一大批国内的高净值

客户，后来布局私募基金，自己作私募基金管理人，自己发行项目，一条龙服务，这收入就

不单单只是佣金收入这么简单了，而宜信是作网贷 P2P 起家的，都把宜人贷作上市了，也积

累了不小的客户群体，后期也都是布局私募基金，很多都是以母基金方式在运作，投资领域

都很广，海内外，各行各业——新能源，高端制造，工业 4.0 等等。这两者都是从三方财富

起家比较典型的代表。

前 10 年，这经济形势都是向好趋势发展，自然金融发展也是蒸蒸日上，驾着这东风，者私

募基金和互联网金融也是发展迅猛，单就这 2 资产类别来讲，在规模上一时间已经可以和 银

行理财，信托，资管等金融产品媲美，但是在制度，法规，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完善上还相差

很远，而这也是经济一旦下行，这 2 大块暴露出问题很多的根本原因。因而时下 有市场声

音在唱衰三方财富，者也就不奇怪了。

借鉴欧美成熟的金融市场，理财师更多是以服务费为主要收入来源，2种薪酬体制背后所体

现的差距也是耐人寻味。

在我国内，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一般为固收债权信托，项目来源可分三类：

1、信托公司项目经理自主开发找到融资方谈。

2、金融同业介绍融资方给信托公司项目经理谈。

3、融资方主动送货上门找到信托公司，希望发项目募些钱。

信托产品为什么会在三方市场上销售 ？

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同时需要募集的信托项目过多，仅自营直销部门无法按时完成销售进度。

每个信托项目都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募集，融资方来发信托，是想早些募集到位，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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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拖再拖。

但信托公司自营直销人员募集规模有限，比如每月的销售额在 100 亿，现在各家融资方有

200 亿的项目经过了信托公司风控的审核发行上线。

问题来了，自营直销不能同时完成这么大的量募集工作，200 亿-100 亿=100 亿缺口，这 100

亿缺口的业务要不要做？

这时第三方市场就发挥作用了，信托公司会把缺口项目放代销【银行，三方等】市场来募集。

通过三方机构认购信托产品，对于投资者来讲还有哪些好处呢？

三方平台机构业务协调能力更强。三方公司具有专业稳定的产品鉴别实力，才能够在全国范

围内展开业务，那么其实也就不难得出，财富管理公司的整体综合实力比较强，与合作方选

择信托产品时，自然是优中选优。而产品也就更加安全，整个业务流程也就更加成熟，整体

的业务协调能力能够给投资者在认购、签约、双录的过程中以更舒适的体验。

综合实力比较强的三方平台财富管理公司，自然是需要具备专业的理财经理。公司在招募理

财师的过程中，是需要理财师有多年信托或财富管理行业从业经验，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及

条件，公司才予以录用。因为一名专业的理财师才会维护处稳定的客户群体，而稳定的客户

群体正是三方财富管理公司良性发展的基础。

通过三方平台财富管理公司认购信托产品，能够获得很多更客观的产品信息。投资者认购信

托产品后，其实投资才是刚刚开始。

项目的尽调，募集情况，以及付息兑付情况，这些信息是三方公司会第一时间传达给投资者，

并且三方公司提供的信息相对客观，并不会站在产品发行方回避可能出现的问题，更能考虑

到投资者的顾虑所在，那么提供的信息则更客观公正。

通过三方平台财富管理公司认购信托产品，有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并能够精准获得各类产品

之间比较信息。三方管理平台产品选择范围较广，这给予投资者更多的选择空间。各类产品

其涵盖的信息量也会丰富。

三方公司会给投资者分析 68 家信托公司的业务特点，专业的信托理财师在获取项目信息的

过程是成熟的，并能够给于投资者提供更为专业个性化的投资方案。

所以当前的金融市场上，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当资产达到 100 万以上的时候，我们在锁

定信托产品作为稳健收益型的资产配置的同时，还要结识专业审慎的理财师，通过三方平台

财富管理公司认购信托产品，更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

信托产品手续费用怎么收

文/融诚财富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在运作、管理信托理财产品时自然要收取相关费用。

信托手续费是根据投资对象来的，各类信托理财产品收取的费用额度及收取的对象各不相

同。

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

一、固定收益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

固定收益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管理费用一般是向融资方收取（由信托财产承担），与投资

者一般没有关系，信托合同中委托人的预期的信托网收益是相当固定的纯利得财富收益。

固定收益类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主要有：受托人（信托公司）收取的信托报酬、保管人（保

管银行）收取的保管费、信托文件账册制作及印刷费、信托计划日常管理费用（交通、通讯、

保险、律师、审计等）、召集收益人大会的相关费用、资金汇划费、信托终止时的清算费用、

为保护和实现信托财产而支出的费用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其他费用等。

具体收费额度每家公司的每一款合同都有所区别。

二、证券投资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

证券投资类信托理财产品（阳光私募）的相关费用，这类信托理财产品的费用虽然也是由信

托财产承担，但与投资者的关系高度相关，因为投资者的最后利益是信托财产扣除所有相关

费用的余额。

证券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主要有：固定管理费（信托公司收取，费率约为净值的

1%-1.5%）、浮动管理费（投资顾问收取，费率一般为赢利部分的 20%）、保管费（保管银

行收取，费率一般为净值的 0.25%左右）、认购费（一般是认购资金 1%左右）、赎回费（一

般在封闭期内赎回要收取高额赎回费，超过免收）、 信息披露费、银信托事务聘用的会计

师和律师等中间费用、信托终止时的清算费用、证券及其他投资品种交易手续费/印花税/

及其他费用、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及处分过程中发生的其他相关税赋和费用等。

三、股权投资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

股权投资类（PE）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这类信托理财产品也和证券类信托产品一样，

投资者的最后利益也是信托财产扣除所有相关费用的余额。

股权投资类（PE）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主要有：信托认购费（购买信托时额外收取，认

购额的 2%左右）、固定管理费（信托公司收取，每年按信托资金的 2%左右收）、浮动管理

费（按信托收益的 20%左右收取）、托管费（由托管银行按每年 0.1%左右收取）和信托财产

管理运用及处分过程中发生的其他相关税赋和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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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曾比李嘉诚有钱，与魔鬼共舞的华人首富：林绍良

文/令狐空

提起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华人首富，人们总会想起香港的李嘉诚，还有马云、马化腾等内地巨

富。

这么多的华人首富，谁在巅峰期最有钱呢？

答案出人意料，他不在内地，也不在香港，更不在台湾。而是在国人印象很差的一个国家—

—印度尼西亚。

他的名字叫林绍良，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县海口镇。上世纪 90 年代，他被称为“亚洲

洛克菲勒”，一度位列世界第六富豪，这是华人在财富榜上的最高排名。

然而，他的人生经历既励志至极，又暗黑无界，堪称“与魔鬼共舞”。而他最终的结局，也

令人无限唏嘘。

01

1916 年，民国刚刚成立 4年，整个中国在军阀割据中风雨飘摇。

在福建省海口镇牛宅村，诞生了一个叫林绍良的小男孩，虽说祖辈以种田为生，倒也家境殷

实。

难能可贵的是，在多数村民不念书的情况下，父母对教育很重视，7 岁就把他送到了私塾。

他不仅记忆力强，还勤奋好学，喜欢读历史类的书籍，深得老师赞许。

15 岁时，林绍良结束了学业，在父亲的小面店中帮忙。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弄懂了流程，

开始了独自经营，竟然赚了不少钱。

然而，这一年正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不久，人心惶惶，村里很多人下南

洋谋生，林绍良也关闭了面店。

在艰难支撑了 4年之后，年迈的父亲因病去世，国民党又在四处抓壮丁。母亲担心他也被抓

走，就劝他到南洋投奔叔父。

1938 年春，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古突士镇，在叔父的花生油店里一边当

学徒，一边学习印尼语和爪哇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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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长，日本在 1942 年出兵击败了荷兰殖民军，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叔父的生意越来

越难做。林绍良觉得等待顾客上门不是办法，于是向叔父建议外出推销。

结果林绍良走街串巷的推销，真的逆转了被动的局面，销售额噌噌上涨，叔父给予了他加薪

鼓励。

头脑灵光的林绍良，感觉打工难成大器，于是卖起了咖啡粉。每天半夜起床磨豆成粉，然后

骑车到六七十里外的集市贩卖，哪怕刮风下雨的天气。

这段岁月虽然艰苦且挣钱不多，却增长了他的经验和胆识。而这些经验和胆识，让他遇到了

生命中的贵人。

02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印度尼西亚获得了独立。

但虎豹刚退豺狼又至，原先的殖民者荷兰人卷土重来。好不容易获得独立的印尼，又打响了

抗荷独立战争。

从小爱看史书的林绍良，敏锐地感觉到印尼一定会获得胜利，而乱世之中充满了改变命运的

契机。

巧的是，中华总会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藏匿一位被荷兰情报人员追捕的高级领导。在一年

多的掩护工作里，他和这位高级领导结成了好友。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高级领导，竟然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岳父。通过这层关系，林绍

良结识了总统和许多军方高层，其中有一位叫做苏哈托。

彼时荷兰的殖民军进攻凶狠，封锁了各种物资，印尼的局势非常不利。林绍良却从中看到了

机会，豁出性命进行了一次豪赌。

他主动向军方提出，承担运送军需物资的重任。在研究了地形和海路后，通过巧妙的回旋绕

过了层层荷军封锁，把从新加坡购买的军需物资，一次次安全地送到了印尼军中。

后来的印尼，真的赢得了独立战争。而林绍良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军需物资的行为，既收获了

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军方高层的信任，更与苏哈托结下了深厚友谊。

1965 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印尼开国总统，从此开启了长达 32 年的执政生涯。

在这位好友的助力下，本就擅长经商的林绍良如虎添翼，成为了世界级的富豪。

03

关于林绍良暴富的原因有很多，诸如擅长用人、立足民生、注重信用、勤俭奋发，他本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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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许多经商名言。诸如：

“自己所学不多，本无力量经营如此庞大的企业，现今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善于选择

共事的伙伴。”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和独裁总统苏哈托的关系极铁。而这位总统简直就是恶魔，一上台就

发动了“9·30 屠华事件”，连印尼官方缩水的遇难者数据都是“45 到 50 万左右”。

患难中建立的友谊是坚固的，苏哈托对林绍良极其信任。

1968 年，苏哈托赋予了林绍良丁香进口专利权，而丁香配制的香烟利润极丰。凭借着这项

专利，林绍良轻易成为了“丁香大王”。

一年后，从小就经营小面店的林绍良，又瞄上了面粉的生意。彼时的印尼虽然是农业大国，

但因为效率低下，粮食无法自给。

林绍良就向政府提议，成立现代化的面粉加工厂，结果得到了一大笔国家拨款，还获得了全

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时，林绍良的面粉厂已经成为亚太第一，能够满

足印尼国内 85%的需求，人送外号“面粉大王”。

与此同时，他还以面粉为根基，养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个个枝条都无比茁壮。先后进军方便

面市场、牛奶市场、食用油市场，抢占了大量份额。

到 90 年代时，他的商业帝国已经触及了印尼的方方面面。诸如纺织、电子、化工、渔业、

林业、航运、水泥、金融、房地产等等。

1995 年时，他旗下集团的总资产高达 184 亿美元，拥有 640 家公司，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

首富，还被美国《投资家》评为“世界 12 大银行家之一”。

然而，与独裁总统为伍，就像与魔鬼共舞一样凶险。1998 年发生的事件，使他的商业帝国

元气大伤，更是印尼华人挥之不去的伤痛。

04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 30 年的繁荣划上了句点。

货币大幅贬值，失业人数暴增至千万，燃油和粮价飞涨，无数抱怨的民众走上了街头，要求

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

等到 1998 年初的时候，面对着愤怒的民众，首富林绍良联合其他富商，用卡车装载着面条、

大米、汽油分发给穷人，一些华商还发起了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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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个月后，局势彻底失控，独裁总统苏哈托在 1998 年 5 月 21 日发表演讲后，辞去了 32

年的总统宝座。

退位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在辞职的前几天，他的家族和军方的一些人，还为了延长统治

转移矛盾，把祸水引向了华人。

有钱的华商见形势不对，纷纷逃到了国外避祸，林绍良也带着家人逃到了新加坡。但更多的，

是来不及逃跑的华人。

1998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印尼又掀起了一次排华的“黑色五月暴动”。雅加达、棉兰、

巨港等城市成为了“死亡之城”，到处都是针对华裔的暴行。

斩首、强暴、浇汽油烧死、逐层搜索华人、焚烧民房和商铺……暴徒们用尽了各种方法，惨

烈程度骇人听闻。

据妇女组织说：“骚乱中约有 170 名华人妇女被强暴和轮奸，其中有 20 多名华人妇女因此

而重伤死亡，包括一个 9岁和一个 11 岁女童。”

根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暴乱造成 1188 人死亡，伤亡近万人。而这个数据是

严重缩水的，究竟有多少华人被害，谁也说不清。

更令人气愤的是，许多丧心病狂的暴徒毫无悔意，洋洋自得地宣称“是为了保护国家”。

经过这次暴动，以首都雅加达为核心基业的林绍良损失惨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

他的基业如同帝国大厦一样高。

后来的他，把产业交给了儿子打理，2004 年的时候依然可以排在华人富豪榜第 41 位。只是

再也达不到，原先的煊赫地位。

2012 年 6 月，96 岁的林绍良在新加坡去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人生。

没有民族强大的依靠，即便是首富，个人命运也如浮萍一样。

05

网络上总有这样的论调：3%的华人掌握了印尼 80%的财富、印尼四大来源于福建的家族财富

多过一亿百姓。

当中国人听到这种阐述，自然是心潮澎湃，感叹我们华人就是厉害。但是，这个数据严重夸

大，且极容易引发误解和反感。

印尼的华人很富有，甚至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而他们的经历也像极了曾经的犹太人。所不同

的是，现在的犹太人已经站了起来，但在种种高压政策下，印尼华人仍然地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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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军事支撑，没有政治力量，所谓的安全都是用冰晶堆成的宫殿和剧院，再美丽壮观也抵

不过烈日的来临。

虽然在 2000 年以后，印尼解除了华文报纸的禁令，也出现了设有华语的学校。但长达数十

年的歧视性政策，早已使印尼人的仇恨心理根深蒂固。

短时间内，这种情况难以改变。希望印尼华人能够狡兔三窟，未雨绸缪，多多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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