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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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号信托计划(第 1期) 金谷信托 7.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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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银 22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

期）
金谷信托 7.2 2

江苏省盐城

市阜宁县

江苏阜农投资有限

公司

恒信国兴 458号-融合 24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 3期）
五矿信托 7.3 2

山东省潍坊

市寒亭区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城市安泰

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贷款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B 类）

国元信托 7.7 2
山东省聊城

市东昌府区

聊城市安泰城乡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公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C 类）

国元信托 7.8 2
山东省淄博

市临淄区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

公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恒信日鑫 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91 期 2批）（璟嘉 59）
五矿信托 7.35 0.75

湖南省湘潭

市雨湖区

湘潭城乡建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恒信日鑫 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94 期 2批）（融泰 26 号）
五矿信托 7.25 1.83

河南省洛阳

市伊川县

伊川财源实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天行健置业有限公司贷款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国元信托 7 2

山东省枣庄

市滕州市

山东天行健置业有

限公司

恒信国兴 472号-蓉信系列 1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
五矿信托 7.2 2

四川省成都

市简阳市

四川阳安交通投资

有限公司

光信·光禄·优债 1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二期)
光大信托 7.5 2

山东省潍坊

市滨海经济

开发区

潍坊滨海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

光信·光鑫·优债 24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三期)
光大信托 7.1 2

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

成都经开国投集团

有限公司

光信·光鑫·瑞信 1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一期)
光大信托 7.4 2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

湖北东楚矿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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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5-2021.04.11）市场曝出中信信托将河南汝州市政府等告上法庭，由此引

发业内对政信项目兑付风险的关注。中信信托与地方政府对铺公堂并非业界首例，2020 年 9

月 22 日中泰信托也曾将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告上法庭。在信托打破刚兑的大背景

下，政信信托“由政府兜底”是提高信托安全性的莫大保障。从历史来看，政信项目最终的

处理结果是延期，实质性违约的概率较小，投资者现阶段不应过于悲观。相较于政信项目的

政府隐性兜底，信托产品常见的“兜底安排”是合同上写明的风控措施，在打破刚兑的背景

下，部分信托产品的“兜底”被判为无效。但并非所有的“兜底安排”都无效，建议投资者

投资前应识别实际兜底主体，防止信托公司兜底导致的合同无效；其次应弄清兜底协议或者

条款是在项目投资层面还是在信托产品层面，明确法律关系主体；再次应了解兜底方承担兜

底责任的前提条件、兜底责任的范围等，明确自己权利保障界限。

本周（2021.04.05-2021.04.11）新产品“鑫苏 26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投资

淮安市清江浦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行的专项债权，专项债权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融

资主体清江浦城资实际控制人为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政府。截止 2019 年 12 月末，融资主体

净资产 126.19 亿，资产负债率 56.52%，融资主体的净资产较高，资产负债率适中，实力较

强。第 1 还款来源为融资人清江浦城资经营性收入，截止 2019 年 12 月末，还款方销售收入

为 6.93 亿元，年利润为 0.93 亿元，还款方年销售收入较低，年利润较低，还款来源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第 1 担保方为淮安市清江浦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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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 亿，资产负

债率 63.18%，担保方 1 的净资产很高，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较强，担保措施比较不错。

第 1 抵押物为淮安清江浦区预评估价值 2.97 亿元的商业土地抵押，抵押物所在地为珠三角、

长三角地级市城区，地理位置比较一般，抵质押物不够充足。考虑到政府的隐性担保，2019

年，清江浦区 GDP 为 564.3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0.35 亿元，位居淮安市第 2 位，

政府财政实力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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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A 股市场持续震荡回调，凭借着攻守兼备的优势，“固收+”产品受到投资者追捧。

“固收+”产品具备低波动、低回撤、收益平稳等特征，产品明确定义收益目标和回撤控制

区间，投资者在长期持有中获得比较满意的投资收益。“固收+”产品主要适合既不愿承担

股票基金的高风险，又希望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基金、纯债基金的稳健偏好投资者。投资者在

挑选该类产品时，建议重点关注产品股债仓位配置是否合理、基金经理是否具备大规模同类

产品管理经验、通过回撤情况对基金经理管理产品的业绩进行评估，继而筛选出真正稳健的

“固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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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4.05-2021.04.11）集合信托成立市场转向，周募集规模大幅下挫。

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有 143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环比减少 48.19%；募集资金

74.29 亿元，环比减少 70.46%。其中，标品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63 款，环比减少 55.94%，募

集规模 36.93 亿元，环比减少 45.64%。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7.09%，

环比增加 0.05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2.05 年，环比增加 0.10 年。本周集合信

托发行市场降温，产品发行数量和规模下行。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 34 家信托公

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215 款，环比减少 28.09%；发行规模 398.08 亿元，环比减少 22.72%。

其中标品信托 82 款，发行规模 162.62 亿元，环比减少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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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47 款，投向金融领域 106

款，工商企业领域 14 款，基础产业领域 48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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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标品

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61。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房

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37%，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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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款产品披露了风控措施，有 50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

其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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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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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5-2021.04.11）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9 款，较上期减少 16 款，发行规模为 8.65 亿元，较上期减少 22.81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4.95%，较上期下调了 0.32 个百分点。本期基金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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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2.68 亿元，较上期减少 2.63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3 款，较上期

减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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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报酬计提基准为 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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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较上期下调了 0.17 个百分点，变化较大；平均托管费率为 0.04%，较上期持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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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8款，

混合类的有 1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的有 2款，权益类的有 1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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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分产品

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78%，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6.0%，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6.6%。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7款，其中固收类的 7 款； 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2款，其中固收

类的 1款，混合类的 1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3款，其中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2款，

权益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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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5-2021.04.11）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508 款，较上周环

比下降 10.88%。本周一共成立 85 款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减少 23.42%，共有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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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承压，只有固定收益

策略取得正收益。本周固定收益策略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0.41%，较上周上涨 0.13 个百分点。

管理期策略、事件驱动策略和股票策略本周收益不相上下，其近一个月收益率分别为-1.43%、

-1.43 和-1.46。本周宏观策略收益垫底，其近一个月收益率分别为-2.54，较上周上涨 1.03

个百分点。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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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款产品，环比减少 19.48%。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58 款，

创业类基金备案 66 款。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21 起，较上周减少 48 起，

涉及总金额 494.77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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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款契约

型基金（不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中 5 家机构发行了契约型基金，发行总规模 91260

万元人民币。本周共有 9 款基金披露了预期收益率，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6.34%，较上周下降

1.9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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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信托与类信托、私募的区别是什么？

文/刘哲

信托和私募的定义：

信托就是信用委托，信托业务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律行为，一般涉及到三方面当事人，

即投入信用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受益于人的受益人。

私募又称为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其销售

和赎回都是基金管理人通过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的。对冲基金一般是按照私募基金的方式

运作的。

信托和私募的区别：

私募基金本身是一个标准化的信托产品，但与私募基金相比，信托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信托公司受到人民银行的严格监管，其机构的设立、运行都须依法行事，而私募基金只

是一个地下机构；

其次，信托向委托人的募集资金虽是一种私募行为，但信托产品的制作过程要遵循许多条件，

如资金信托管理办法中规定有风险提示等十几条必须列明的事项，在信托产品的运行过程中

还须定期向银行报告，而私募基金的设立和运行没有明确的法规约束；

再次，两者对风险责任的承担能力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信托公司都由一定规模的真实的资本

金组成，信托的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未能履行受托人义务而给受益人造成损害的要用自有资

金进行赔偿，且信托公司也确实有一定的赔偿能力，私募基金就很难说了；

第四，在操作过程中，信托设立后它是一个固定的信托池，这些信托资金没有放大的功能，

但有些私募基金就不同了，可能它自己原来只有 100 万，向投资人承诺有 10%的收益后就可

以获得 1000 万，再拿着 1000 万的资金去找 1 个亿、10 个亿，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无限放

大。总之，就受托人来看，信托的风险要小于私募基金。

信托产品和私募基金的区别

信托公司产品：信托产品是指由信托公司发行的，收益率跟投资期限都固定的产品，跟银行

存款、国债等类似，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中的一种。信托公司主管部门是中国银监会，属于

非银行金融机构。

信托产品特点：收益稳定，投资期限 1-3 年，投资门槛高(100 万起),发行规模大，常见起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步都在 1 亿以上。目前国内信托产品的规模：15 万亿。

购买的方式及原理：因为信托产品的高门槛，导致我们很多小老百姓(行情 82.45 -2.28%,

诊股)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今天我们用众筹的模式，大家合伙筹钱去购买一份份的信托产品，

就跟网上合伙购买彩票的原理一样，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购买到过去只有那些“高富帅”

才能够买到的产品，让我们也变成高富帅。

信托产品与私募产品区别在哪？

信托产品与私募产品在过去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分界限，但随着有限合伙私募的兴起，越来越

多的人将信托产品与私募产品混淆。所以分享有关信托和私募的区别在哪以及一些有效的区

别方法。

最明显的区别——产品管理人

信托产品的管理人是信托公司，私募产品的管理人是私募投资公司，这是两类产品最本质的

区别。当然私募产品有的时候会以很多形式出现，比如过去大家耳熟能详的阳光私募这类产

品，由于通过信托平台募集，所以有些产品的名称中会带有信托字样，但它的管理人是私募

投资公司。另外就是一些有限合伙私募，它们可能会以券商资管产品或是单一资金信托的形

式出现，但券商和信托公司在这里也只起到通道作用，产品的管理人还是私募投资公司。

所以不管私募产品以何种名称何种形式出现，只要找到管理人那一栏，看看到底是信托公司

还是私募投资公司投资者，就很容易区分出二者。

最容易混淆之处——产品投资方向

集合信托产品基本都是投资实体经济项目，这一设计特点多年未变，但近几年市场中也涌现

出一批以有限合伙形式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私募产品从产品投资方向层面来看，很容易将

它们和信托产品混淆，但这类私募产品与信托产品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信托产品和私募产品的区别大家可能了解了，可是类信托产品是什么呢？信托产品与类信托

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信托产品和类信托产品的概念。什么是信托产品？信托产品是指有信托公

司发行的一种为投资者提供了低风险、稳定收入回报的金融理财产品。什么是类信托产品

呢？类信托产品，是指基金子公司、证券资管、私募等公司模仿信托制度的红利优势，发行

的交易结构类似于信托的产品。

介绍完了信托产品是什么，类信托产品是什么，那么类信托产品与信托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请接着往下看:

类信托产品与信托产品的区别：

一、发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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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信托公司

类信托产品：基金子公司（主要对比方）、证券资管、私募

二、产品收益

信托产品：目前多在 7%―12%

类信托产品：达到 9.5%―13%

三、兑付问题

信托产品：刚兑基本属于约定俗成的行规

类信托产品：少有刚性兑付的规定

四、抵押情况

信托产品：主要以实物抵押为主，多重担保和控股为辅，一般有三重以上的风险控制，如：

土地抵押、第三方担保、法人无限连带担保等。

类信托产品：更注重“增资入股”，抵押股权往往是其最主要的风控形式，有时候也有抵押

实物。

五、投资门槛

信托产品：一般只有 50 个 100 万元投资门槛以下的名额

类信托产品：200 个 100 万元投资门槛以下的名额

六、项目方向

信托产品：房地产、基建、工商企业等

类信托产品：房地产、基建类较多

七、投资方式

信托产品：多为银银行信托合作

类信托产品：银行基金公司合作，少了银信合作的监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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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刚兑，买信托的人为什么还是有增无减？

文/上海陆家嘴金融

什么是刚性兑付？

刚性兑付，一般是指资产管理机构对发行的资管产品保证本金、承诺最低收益的不合规行为。

在资产管理业务中，有三种情形会被认定为刚性兑付：

（1）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人或者管理人没有真实、公允的确定净值，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

益。（2）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让资产管理产品的本金、收益、风险在 不同投资者之间发

生转移，实现产品保本保收益。（3）当某支资产管理产品不能如期兑付或者兑付困难时，

发行或者管理该产品的金融机构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者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偿付。

在打破刚性兑付后，投资者购买资管产品的收益，将根据所投资产的实际收益表现而实时波

动，那么这就可能出现资金的损失，因此需要信托消费者更加仔细的甄别各类资管机构与资

管产品，优选管理人，提升产品的收益水平。

为什么要打破刚性兑付？

刚性兑付偏离了资管产品“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抬高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干扰资

金价格，不仅影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弱化 了市场纪律，导致一些投

资者冒险投机，金融机构不尽职尽责，道德风险较为严重。打破刚性兑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一方面“刚兑”的各类产品让金融市场积累了过多的风险。从资管业务的本质来看，购买产

品是一种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行为，就要承担风险，这是市场规律。然而资管新规前，理

财产品出现亏损时，资管机构就会拿自己的总利润来弥补亏损。因此“刚性兑付”在表面让

投资者享受了稳定收益，但实际上只是把本应该由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转移给资管机构，不利

于资管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打破刚性兑付将使风险与收益更匹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 的长远发展。刚性兑付

违背了投资理财的一般规律，使得基础资产的价值波动不能反映到产品价格中；同时也使得

投资者理财理念扭曲，不清楚自身承担风险的大小。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可持续

发展。

打破刚兑后，将促进资管行业向代人理财的本源回归，推动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产品转

型，有效管控资管机构的道德风险和市场乱象；同时将使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将更加匹配，

避免资管产品为追求收益而罔顾风险，恢复金融市场的定价效率和资源匹配作用；打破刚性

兑付还可以使无风险利率向合理水平回归，挤出刚性兑付在资金成本中注入的水分，降低实

体经济融资成本，实现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打破刚兑后投资者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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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刚性兑付后，投资者首先需要调整投资心态，打破刚兑意味着消费者自负盈亏。任何投

资都是有风险的，不应该指望金融机构对投资进行兜底。其次，投资者一定要重视风险，先

看风险，再看收益。学会匹配风险与收益，牢记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对超高收益时刻保持警

惕。在关注收益前，更应该关注所投产品底层资产的质量与风险水平。再次，资产管理行业

回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会对投资者的投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跟上市场变化，就

需要投资者不断学习金融与理财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理财水平，理智判断、平衡取舍。

买信托的人为何依旧有增无减？

首先，打破刚兑的目的是让高净值投资者能提升风险意识，增强自身理财水平，建立成熟的

理财观念，更完全地履行“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只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购买相

应风险级别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地实现资产稳健增长。

其次，从信托投资风险角度来看，近年来虽然出现过个别信托产品违约延迟兑付现象，但最

终投资者的利益多未受损。这得益于监管部门对风险管理和处置的重视，以及信托公司风险

管理和处置措施的及时、得当，而不是“刚性兑付”原理。

稀缺的信托牌照以及信托公司强大的实力背景摆在这里，即使打破“刚兑”，信托公司面对

风险、处置风险的能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靠医院养大的千亿富豪，新加坡首富：李西廷

文/王一涵

1991 年从零开始，到如今超过 4200 亿元的市值，迈瑞医疗（300760.SZ）用了近三十年的

时间，成长为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龙头，也是国内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医疗设备公司。

2018 年 10 月，迈瑞医疗从美股回归 A股创业板后，市值屡创新高，目前排在创业板第二位。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主营呼吸机和监护仪等设备的迈瑞医疗，业绩与股价齐飞，

其创始人之一李西廷的财富也水涨船高。

2020 年 4 月中旬，李西廷以 11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812 亿元）身家，位居福布斯全球亿

万富豪榜第 108 名，一度超过海底捞张勇夫妇，成为新加坡首富。

李西廷出生于 1951 年。和他年纪相仿的人，在中国有个专门的称呼，叫“老三届”。他们

经历过体制内的锻炼，也感受过 90 年代初的下海潮，擅长把握政策方向。他们是一个时代

的缩影，而李西廷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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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学者到创业者

李西廷出生在安徽省砀山县的一个贫寒家庭，但是他的父母没有忽略对他的教育。李西廷也

不负众望，进入当地重点中学安徽砀山中学，成绩一直不错。

但 1966 年开始，高考被取消了，李西廷依靠求学之路走出贫寒的愿望落空了。

当时，他的很多同学面临的选择是去当知青，与他们相比，李西廷似乎要幸运一些。

1969 年，恰逢援建湖北神农架山区的工程兵征兵，刚满 18 岁的李西廷做了人生第一个重要

的决定，去参军。他也很幸运地通过了审核，成了一名工程兵。

当时，机械设备还不普及，在湖北神农架山区，依靠人力将大山之间的路给打通，艰苦程度

可想而知。但是李西廷却对这段生活倍感珍惜，他曾回忆道，当时很困难，还吃不饱，睡不

好。但经历过那种艰苦后，以后再大的苦、再大的难也不怕了。

1973 年，李西廷告别了 4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幸运之神就开始伴随其左右。

李西廷刚刚退伍，文革时期唯一的一次“高考”就举行了，而且这次考试的招生对象是两年

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从小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李西廷抓住了机会，以数理化全县第

二名的成绩，成功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

毕业后，李西廷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负责低温工程工作。80 年代初，李西廷

还因工作表现优异，得到了到法国科研中心做物理访问学者的机会。

近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李西廷的眼界宽了，思维活跃了。带着满腔热忱回国的他，不久便遇

到了第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

1986 年，中科院在深圳与美国上市公司 Analogic 合资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高科技医疗器械公

司——深圳安科。李西廷因专业对口，被派到了这家公司。彼时的李西廷意气风发，很快就

成长为深圳安科的技术骨干力量，并同时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

90 年代初期，国内医疗资源非常匮乏，只有大医院有现代化仪器。李西廷举例道：“一个

医院要一万多种医疗设备，（当时）中国只能做消毒柜、病床、镊子、夹子、针管，稍微有

点技术性的都没有，缺得太多了。”

医疗设备缺失的背后，是令人咂舌的高价。一台最简单的监护仪，技术并不难，按照现在的

价格也就八千块钱。但当时一个国外品牌，却卖出了 13 万的高价。定价如此离谱，就是因

为“国内没有人生产”。

医疗设备市场的空白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让李西廷毅然决定，在最“吃香”的时候从深圳安

科辞职，下海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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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学者转变为创业者，李西廷并没有顾虑太多：“我们都是技术出身，想寻求更灵活的

机制来做医疗仪器公司，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再回去打工。”

与李西廷一起创业的，还有深圳安科超声科技术负责人徐航，他是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学士、

生物医学硕士。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成明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生物医学学士和硕士，这三人

也被称为迈瑞医疗“三剑客”。

1991 年，不惑之年的李西廷与深圳安科同事一起创立了迈瑞医疗电子，也就是迈瑞医疗的

前身。就是这样的“技术天团”，在 90 年代初期的“下海潮”中，改变了自己和中国医疗

设备行业的命运。

02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 年有 12 万公务员下海，1000 多万人停薪留职，中国历史上一个追

逐财富的时代，轰轰烈烈开始了。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率先提出“科技兴市”战略，明确把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

作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正是因为抓住了这种政策红利，迈瑞医疗才能完成自主研发领域从 0 到 1 的突破。

公司建立初期，主要代理进口医疗设备，其中就包括国外大品牌的监护仪。第一次参加展览

会时，只租得起半个展位的迈瑞医疗，拿到了 36 万元的合同。另一家知名代理公司则签下

了 800 万元的合同。即便如此，李西廷和徐航签字时因激动手抖个不停，撕了三回，才签好

合同。

但是在做代理的过程中，李西廷深深感受到，如果没有技术，公司发展就会很被动。因此，

刚刚靠代理获得第一桶金的李西廷，决定立即启动血氧监护仪项目的研发。

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自主研发的烧钱程度，显然快于代理的赚钱速度，很快，迈瑞医疗陷

入了资金困境。

出身“老三届”又经过体制内锤炼，李西廷依靠对形势和政策的把握，迅速找到了对策——

求助深圳政府。

“在深圳，认真做事的企业，有什么困难找分管领导都能得到解决，这里对国企和民企一样

重视。”李西廷曾如此感慨道。

在深圳科技局的协调下，迈瑞医疗先后获得了 595 万元的无息贷款。利用这笔应急资金，公

司仅用一年时间，就研发出了我国第一台血氧饱和度监护仪。

依靠政府，迈瑞医疗取得了自主研发零的突破。但从 1到 N，则是依靠风投。有过海外留学

经验的李西廷和徐航，为了寻找更加雄厚的资金支持，决定到美国华尔街找“金主”。最终，

美国西海岸的“洋”伯乐——华登基金，以 200 万美元成功入股迈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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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全行业最早引入风险投资的企业，迈瑞医疗的经营管理受到了华登基金的全方位指

导。正是这种规范的国际公司管理模式，让迈瑞医疗在随后几年，得到了包括日本软银在内

的多家海外风险投资的青睐。

在产品和资本的双重加持下，迈瑞医疗开始以“低价策略”，在国内外市场攻城略地。

当时国内医疗器械市场，几乎被国外品牌垄断。为了避免与国际大品牌正面竞争，迈瑞医疗

一开始就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同样的监护仪，迈瑞的产品更好用还漂亮，价格

不到大品牌的一半。物美价廉的迈瑞，很快就占领了医疗资源匮乏的中低端市场。

同时，公司推出了全自主产权的 PM9000 监护仪系列产品，随后血液分析仪等高技术设备问

世。1997 年，迈瑞医疗的销售额达到了 1 亿元，代理产品与自主研发产品各占一半。1999

年，自主研发产品销售额达到 1 亿元。显然，后者是李西廷更想看到的结果。

但李西廷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一直强调：“我们中国公司不能只在中低端市场，高端市场一

定要进。”

2000 年，李西廷率领“低价杀手”迈瑞医疗，信心满满地进军国际市场。

彼时医疗器械的高端市场，几乎被“GPS”——通用电气、飞利浦和西门子所垄断。对于推

行全民免费医疗的西欧政府，三大巨头高昂的价格，意味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利用这一点，

迈瑞医疗很快以高品质低价格的优势，赢得西欧政府的青睐，产品进驻当地多家知名医院。

但是西欧市场的成功之道，并没有在美国复制成功。究其原因，还是品牌知名度太低，迈瑞

医疗很难突破以直销为主的美国市场。为了快速提高信任度和品牌知名度，上市，成为迈瑞

医疗的不二选择。

2006 年，迈瑞医疗成功登陆纽交所，募集资金约 2.7 亿美元，成为中国首家医疗设备企业

海外上市公司。

与医疗器械行业巨头的成长一样，有了资本市场加持的迈瑞医疗，也走上了并购之路。

2008 年，通过收购美国知名医疗器械公司 Datascope，迈瑞医疗在全球监护行业所占的市场

份额达到 10%，成为仅次于飞利浦和通用电气的全球第三大厂商。2013 年，通过收购美国高

端超声诊断系统排名第五的 Zonare 公司，迈瑞医疗进入了高端超声市场。同时，在国内完

成对深科医疗、苏州惠生的并购，公司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直线上升的品牌认知度和信任度，拉动了营业收入的大幅上涨，2008 年，美国市场营业收

入增速一度高达 303%。在美国上市的十年，迈瑞医疗总体保持着平均 20%以上的营收增速，

美国市场收入占比由 7.92%提高至 15.25%，成为国际市场占比最高的区域。

但是，本应该因为盈利能力上涨而提升的市盈率，却在波动下滑。2010-2016 年，迈瑞医疗

市盈率由 23.53 倍下降至 18.22 倍，而同时期国内同行业市盈率平均水平已经由 72 倍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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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1.48 倍。市盈率不足国内同行的三分之一，价值严重低估。

2016 年，带着些许失落，迈瑞医疗以 33 亿美元完成私有化，从美股退市。

这一年，迈瑞医疗的海外市场收入已经占总收入的 50%，它之所以有从美国退市的勇气，是

因为收入的另一半江山，在中国市场。

03 医疗界的华为？

看似铩羽而归的迈瑞医疗，蛰伏两年后，在 A 股市场爆发。

2018 年，回归国内市场的迈瑞医疗，有三条主要产品线，分别是生命信息与支持、医学影

像和体外诊断，占收入比重分别为 37.98%、33.63%、26.15%，三大板块均衡发展。

监护仪作为公司最成熟的产品，在国内市占率排名第一，在海外市场份额位列第三。除颤仪、

麻醉机、生化分析类产品、血液细胞分析类产品以及超声产品的市占率，均为国内 Top3，

其产品覆盖国内近 11 万家医疗机构和 99%以上的三甲医院。

2018 年 10 月，迈瑞医疗成功登陆 A 股创业板，募集资金 59.34 亿元，为创业板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的一笔 IPO。三天后，迈瑞医疗总市值突破千亿元，是美股退市时的 5 倍之多。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的短期催化因素，迈瑞医疗业绩增速再创新高，上半年营业收入高达

105.64 亿元，同比增长 28.75%，超过一季度的 21.39%和去年底的 20.38%，公司于 7 月份市

值突破 4000 亿元。

扬眉吐气的不仅是迈瑞医疗，还有回归 A 股前，就已经移民新加坡的李西廷。

2018 年上市当年，李西廷就首次出现在全球亿万富豪榜上，只不过排名在千名以外。但凭

借迈瑞医疗逐年上涨的业绩和股价，接下来两年，李西廷在富豪榜上的排名迅速上窜。今年

4月，李西廷以 116 亿美元身家，位居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 108 名，一度问鼎新加坡首

富，如今他的身家已超过 1200 亿元。

名利双收的迈瑞医疗，甚至被称为“中国医疗器械界的华为”。但无论是与华为相比，还是

参考同行业水平，迈瑞医疗似乎更加依赖销售。

近三年，迈瑞医疗的平均研发支出为 14 亿元，占收入比重 10%，同期销售费用占比为 23%。

而华为近三年平均研发支出，超过 1000 亿元，占收入比重 14%，同期销售费用占比仅为 10%。

无论是研发投入的体量还是重视程度，迈瑞医疗都略逊一筹。

更重要的是，一直为迈瑞医疗高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自主研发优势，正在逐渐被同行追赶。

近三年，迈瑞医疗平均研发支出占比仅比同行业均值高出 1%。而业绩增长的另一功臣，销

售投入，也正在向行业平均水平靠拢。

虽然迈瑞医疗在国内仍属于行业老大，但与华为在国际领域的龙头地位相比，迈瑞医疗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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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李西廷曾表示，2018 年开启了国内医疗器械产业的“黄金十年”。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

医疗器械市场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中国的医疗器械市场规模 4000 多亿元人民币，而全球

的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大约有 4000 多亿美元。

相较于美国市场个位数的增速，中国市场预计可以达到 15%的复合增长率。在这样的快速增

长下，李西廷未来十年的目标，是进入全球医疗器械供应商前 20 名，更长的目标是前 10

名。

根据国外权威的第三方网站，QMED 发布的《2019 年医疗器械企业百强榜单》，排在第 20

位的是美国的爱德华生命科学，其 2019 年的营业收入为 41.52 亿美元。排在第 10 位的是美

国的史塞克公司，其营业收入为 145.49 亿美元。

排名 34 位的迈瑞医疗，2019 年的营业收入是 165.56 亿元。对于声称要将迈瑞医疗“打造

成国之重器，树立为民族脊梁”的李西廷来说，未来将要面临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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