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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刚性兑付？具体表现形式有哪些？

靠“卖声音”赚了 56 亿！喜马拉雅创始人：余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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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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

期)
XX 信托 7.5 2

陕西省咸阳

市兴平市

咸阳市新兴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润昇财富 15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二期第六次资金运用）
北京信托 7.3 2

四川省成都

市金堂县

四川成阿发展实

业有限公司

大冶湖高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四期）
国民信托 7.5 2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

湖北大冶湖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国元信托 7.8 2

山东省济宁

市邹城市

山东宏河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龙乡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C 类)

国元信托 7.8 2
山东省潍坊

市诸城市

诸城龙乡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

恒信国兴 472号-蓉信系列 1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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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信国兴 458号-融合 24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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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盛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 XX信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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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融 76 号（黄石地级市政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
XX信托 7.2 2

湖北省黄石

市

黄石市磁湖高新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博睿 18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XX信托 7.35 2

河北省张家

口市

张家口通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光信·光鑫·优债兴融 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四期)
光大信托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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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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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6-2021.05.02）市场曝出中铁信托在房地产领域，“新雷”加“旧雷”雷

声不断，多笔投入的资金，都“覆水难收”。对于投资者来说，房地产信托能不能投，关键

在于房地产标的本身的价值。房地产项目的还款来源主要是销售回款，去化率越快的房产项

目才是风险最低的产品，建议选择一二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重要地段的项目。可通过分析项

目所在地的周边楼盘的价格来判断项目未来销售价格的走势及去化率。同时需明确所投资项

目是别墅型房源还是大面积户型的房源或者改善型房源，按照目前市场上销售情况看，刚需、

改善型房源销售最火爆。另外要重点关注抵押物的形态、位置、货值、抵押率、变现能力，

项目一旦出现风险，抵押物能否迅速处置并变现是投资者判断风险的关键。

本周（2021.04.26-2021.05.02）新产品“博睿 18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受让

张家口通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张家口通泰伟业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特定股权收

益权，资金最终用于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的开发建设。融资主体张家口通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家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止 2020 年 12 月末，融资主体净资产

149.00 亿，资产负债率 63.73%，融资主体的净资产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中等。第

1还款来源为融资人经营性收入，截止 2020 年 12 月末，还款方销售收入为 35.98 亿元，净

利润为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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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为张家口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融资主体及其母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

系的公司，担保方 1的净资产较低，资产负债率很高，实力一般，担保措施比较不足。第 1

抵押物为评估价值为 6.9 亿元的土地抵押，抵押物所在地为其他地区的县或县级市城区，地

理位置不太好。第 1质押物为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物金额为 5亿元。抵质押物不够充足。

考虑到政府的隐性担保，2020 年，张家口市 GDP 为 1600.10 亿元，位居河北省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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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翻倍基”也跌了，今年前四个月，一些 2020 年表现突出的基金的回报率大跌 20%，

尤其是去年四季度大火的军工主题基金，成了大幅回调的重灾区。拉长时间看，近三年、近

五年均有 17 只主动偏股基金收益为负，跌幅为两位数的也有不少。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

候，除了熟知的关注基金公司实力、基金的过往业绩以及风控措施等指标外，还应该关注基

金经理是否有稳定的投资方法论、是否知行合一地将方法论践行于所管理的基金以及是否有

较好的控制风险的能力。当真正选到一个好的基金经理时，投资者可以购买其持有期非每日

开放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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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4.26-2021.05.02）集合信托成立市场火爆，周募集规模大幅上升。

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有 325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环比增加 47.73%；募集资金

245.81 亿元，环比增加 104.74%。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6.85%，环比

减少 0.24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2.00 年，环比增加 0.04 年。本周集合信托发

行市场继续遇冷。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 32 家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165 款，

环比减少 37.02%；发行规模 282.06 亿元，环比减少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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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42 款，投向金融领域 68

款，工商企业领域 13 款，基础产业领域 38款，其他领域 4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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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标品

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4%。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26%，

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19%，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13%，基础产业类

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07%，其他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2%。

担保情况概述

本周共有 111 款产品披露了风控措施，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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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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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6-2021.05.02）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15 款，较上期减少 1 款，发行规模为 16.44 亿元，较上期增加 1.29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5.61%，较上期下调了 2.07 个百分点。本期基金子公

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7.12 亿元，较上期减少 0.42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6 款，较上期

减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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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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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计提基准为 12.00%。本期期货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2 款，平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7.04%。 本期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97%，较上期下调了 0.17 个百分点；平均

托管费率为 0.04%，较上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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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12款，

混合类的有 2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的有 6款，权益类的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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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15%，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6.08%，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11.00%。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10款，其中固收类的 10 款； 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2款，其中固

收类的 2 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8 款，其中混合类的 2 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5

款，权益类的 1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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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6-2021.05.02）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571 款，较上周环

比增加 14.20%。本周一共成立 118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增加 22.92%，共有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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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整体上扬，八大策略全部

正收益。本周事件驱动策略收益依旧领跑，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0.85%，较上周上涨 2.30 个

百分点。除事件驱动策略外、股票策略外，本周涨幅超过 2 个百分点的还有组合基金和管理

期货策略，其近一个月收益率分别为 1.80%，0.67%，涨幅分别为 2.10%和 2.23%。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攀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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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款产品，环比增加 37.70%。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

和并购共 171 起，较上周增加 34 起，涉及总金额 354.79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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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款契约

型基金（不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中 2 家机构发行了契约型基金，发行总规模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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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较上周下降

1.6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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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疯狂的信托，如何安全投资？

文/新浪财经

很多人可能对信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信托在高净值人群中火了十几年，是金融行业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

它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并称为中国的四大金融行业，经营范围最广，当然也是整顿最

为频繁的一个行业。

那么，信托是什么呢？

其实，准确来讲，信托不是产品，而是一种行为，是动词属性。

我国 2001 年出台的信托法给出的定义是：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

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最后落脚到了行

为上。”

我们通常习惯于把信托产品简述成信托，久而久之，大家更接受信托是一种理财产品，名词

属性。

市场上有一种对“信托”的拆字解释：“信”而“托”之。

信指信任，托指委托、托付。就是委托人基于信任把财产交付给受托人，受托人“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

但是其实，如果追溯到信托的诞生，这个“信”字也可以解释为书信的信。

虽然公认的信托发源地是英国，但其实根据最早文字记载，信托来源于公元前 2548 年古埃

及人写的遗嘱。

所以说，信托也可以解释成把财产书信托付给信任的人管理。

信托的参与人

从信托的定义看，一只信托产品的设立都包括了三类参与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

被委托的可以是资金、房产等各类财产或财产权，这就完全不同于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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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在设立之前，必须有明确的信托财产，完全是委托人为了托管信托财产而设立的。

但委托代理关系不一定以存在财产为前提，比如是打官司，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委托代

理关系，但当事人委托给律师的是案件，不是任何实物资产。

而且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存在受益人，是一种双方关系，而信托的参与人至少有三方。

虽然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是受益人，后面我们会讲到，这是一种自益信托，但即使是这种信

托也不是委托代理。

很重要的一点是委托人对委托的财产的所有权有没有变化。

信托是建立在“一物两权”的法律关系下的。

信托成立后，虽然信托财产的实际所有权还在委托人手中，但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权从委

托人转移到受托人。

而委托代理财产的所有权始终由委托人全权掌握，不因为委托代理关系发生转移。

由于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信托的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控制程度和使用权限明显比简单委托

代理关系中的受托人强的多，全权信托中委托人甚至没有资格干预信托运作。

不过信托受托人的实际权力也是视合同规定而定的，但是只要信托正式启动，委托人和受益

人都不得再干预信托运作。

而委托代理关系存续期内，受托人实时接受监督，委托人随时可以向受托人发出指令，受托

人必须服从。

不过在实操中，有些信托的委托人还是可以和受托人协商处置信托财产，在实操中逐渐模糊

了信托和委托代理的界限。

信托的架构

信托的架构可以从三个维度看：

第一个维度是基础的交易结构。

最简单的信托交易结构：委托人把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运作信托，产生的收益

按合同规定分配给受益人，应用最为普遍。

另外一种稍复杂的交易结构在事物管理类信托中比较常见，受托人单独成立一家其 100%控

股的独立公司，信托财产都转移到这家独立公司里，交由第三方机构经营，再指定信托受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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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种架构中，委托人生前由委托人指派一名或者本人担当投资顾问或独立公司董事，委

托人身后则任用其生前指定的顾问或信托公司聘用的第三方顾问。

受托人只对信托财产和收益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处置。

在这种架构中，受托人作为信托关系的当事人，没有直接参与信托的运营，避免其以当事人

特别是信托财产所有权人的身份干预信托正常运作或者损害受益人利益。

这种架构并不特殊，信托法、公司法健全的国家都可以实现。

第二个维度是权力结构。

同样交易结构的信托，权力结构可能不同。

委托人可以保留对信托财产的部分权力，受托人只拥有合同规定的特定权利；

也可以与信托财产完全隔离，信托财产完全由受托人全权运作。

后面会讲到这两种信托分别是固权信托和全权信托。

另外，委托人可以选择设置不可撤销条款。

一旦设置不可撤销条款，除非违背受益人利益，信托的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都不可阻止

信托运行。

目前，基于资产保护等原因，离岸家族信托以不可撤销的全权信托为主。

受托人在委托人意愿下自行决定信托运作，委托人和受益人都不能随意撤销信托。

这种信托设计保证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能更充分地发挥其资产隔离的属性。

第三个维度是具体运作结构。

不同目的的信托具体结构设计不尽相同，可能信托财产、受托人和实际管理地分处异地，充

分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政策和法律，更好地实现信托目的。

比如把信托设立在法律允许信托抵制资产债权人和大陆法国家裁决、又不要求受托人是本国

居民的巴哈马，再利用泽西岛对境内受托人受托的、受益人不是本国居民的信托取得境外收

益免税政策，把信托财产从巴哈马转移出来交给泽西岛的受托人管理，这样信托就兼具了避

税和避债的功能。

这两年 200 多只信托产品暴雷，超过了前几年总数。

闭着眼睛买信托的时代结束了，投资风险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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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意味着信托产品就要被摒弃，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信托还是更安全的。

比起草木皆兵，学会应对风险才是关键！

什么是刚性兑付？具体表现形式有哪些？

文/尤斯资管汇

提及信托理财，“刚性兑付”是其传播度最高的标签之一。所谓的刚性兑付，指的是信托产

品到期后，信托公司必须分配给投资者本金以及收益。当信托计划出现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

困难时，信托公司需要做兜底处理，“砸锅卖铁”也要把钱还给投资者。

早年间，刚性兑付是信托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近年来，宏观经济略显颓势、股市持续低迷，

在这种投资环境下，信托产品却能以相对较高的年化收益率一路前行，发行数量也在不断扩

大，就与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有一定的关联。

然而从原则上来讲，任何在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投资行为必定是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并且是风

险与收益成正比，但我国的信托产品却违背了这一规律。

为了整顿金融市场，2018 年 4 月 27 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四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为《资管新规》，提出要打破“刚性

兑付”，其中明确了“刚性兑付”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四种：

1、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人或者管理人违反真实公允确定净值原则，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益；

2、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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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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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金融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那么问题来了，我国信托行业为什么会出现“刚性兑付”的情况呢?

我国《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公司的固有资产，也不属

于信托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从这一角度来说，信托公司并没有“刚性兑付”的义务。部分

信托产品能够做到“刚性兑付”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点：

“严审核”

国家对融资企业、融资项目有严谨的审核，在源头上控制风险。任何一款信托产品都是需要

向银监会报备的，银监会审核过会之后信托公司才可以发行。特别是对房地产项目，银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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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比较高，融资方以及融资项目必须达到“四三二”要求：四是指四证齐全（国有土地

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地施工许可证）；三是指融资

方 30%自有资金的注入；二是指开发商必须有国家二级资质。

“连带责任担保”

土地抵押、股权质押、大型企业集团的连带责任担保。如果项目确实出现问题，融资方无法

还款，那么信托公司就会把足额的抵押物或质押股权进行拍卖，或者由担保企业出资，保证

投资者的资金如期兑付。

“资产管理公司接盘”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公司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均是由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批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

有独资金融企业，注册资本金均为 100 亿元。这四大资产公司主要是为了接受处理不良资产

的，一旦信托产品出现问题，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会用资金来收购折价的土地或者股权，从而

谋取利润。

信托产品作为一种高端的理财产品，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不但收益高，投资门槛也高。我

们要理性认识信托，更要认清其潜藏的风险，明确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原则，在充分了解信托

项目，以及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实力允许的前提下，再将信托产品合理地配置在投资组

合当中。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靠“卖声音”赚了 56 亿！喜马拉雅创始人：余建军

文/ 大江湖解局

5 月 1 日，喜马拉雅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

这家去年营收 40 亿人民币的音频播放平台，即将获得 50 亿美元的估值。相比 2018 年最后

一次融资时，其估值 240 亿，只有 35%左右的溢价。

喜马拉雅的掌门人余建军，一位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连续创业者，持有喜马拉雅 17.2%的股

份。若喜马拉雅上市成功，余建军个人财富将达到 56 亿人民币。

余建军自称屌丝，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上过一天班。连续创业 20 年，做死了 100 多

个项目。他经历过年入千万，也经历过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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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有个女人带着“喜马拉雅”走进他的世界，男女搭配双剑合璧之下，做

出了一个 2亿用户的声音平台，靠着卖声音，赚到了 50 亿的个人财富。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余建军又是如何搞死 100 多个项目，又是如何终成一剑，逆袭做成了

喜马拉雅？

01

1977 年，余建军在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的一个农村出生。从小，余建军都要早早起床，去

几公里以外的学校念书。但余建军从来都像是一个好学生，非常贪玩，打架也是家常便饭，

光是检讨书，都写了十几份。学习成绩更是全班倒数，到了初三，余建军意识到要能读高中，

得有一个好的成绩。

于是他拼命学习，短短一个学期，就逆袭成全班排名前三。考上了高中，余建军又恢复贪玩

的本性，一直玩到高三，成绩又全班排名倒数。眼看就要高考，余建军又拼命学了一个学期，

学渣又逆袭成学霸，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

从读书就能看出，余建军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大方向上只要他努力，就能做得不错；但做到

一定程度之后，他就不想再努力，这也导致他学习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这也是他的缺点，

只能做到还不错，但没法做到卓越。这是余建军日后事业短板，直到一个女人出现，他才能

走向真正的成功。

1998 年，21 岁的余建军考上了研究生。当时，全球的互联网行业刚刚兴起，创业投资风起

云涌。天生喜欢折腾的余建军，拉着几个同学，在宿舍里开始了第一次创业。他想做一个类

似虚拟西安、虚拟中国这样的软件，想把现实的世界，搬到软件上面。于是，他的第一个创

业项目就叫模拟中国。

余建军正好赶上了全球互联网的第一波投资热潮，身处西安最好的高校，很快就有风险投资

找上门，给他们的项目投了 100 万元。五个年轻人，除了上课就在开发软件，每天干到凌晨

两三点，然后就去西安的夜市喝啤酒撸串。

那时候的互联网，还只是一个拨号上网，看看新闻，逛逛 BBS 的时代，余建军的虚拟中国，

显然过于超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如何盈利，也不知道商业模式怎样，当他们烧掉投资人 60

万的时候，余建军觉得不好意思了。他的第一个项目，就这样草草失败了。

失败并不是没有收获，这次创业，他尝到了创业那种拼命干一件的感觉，让他觉得很过瘾，

他喜欢这种感觉。

02

2001 年 9 月 11 日，震惊全球的“911 事件”发生那一天，余建军忽悠了几个同学，一起来

到上海创业。去上海之前，余建军根本就没想好要做什么。到了上海之后，他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得先赚钱，把团队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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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数码相机还不成熟，余建军想做一款图片处理软件，可以将照片进行全景拼接。

2001 年 11 月，余建军成立了上海杰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这款全景拼接软件，在当时技术

还是很先进，他们通过 Google 搜索引擎，做关键词优化，以此寻找海外客户。

这款产品收获了很多客户，包括风靡全球的电影《哈利波特》，也是采用了杰图软件的技术，

进行场景布置。杰图软件大获成功，每年有几千万元的收入。公司赚到钱，余建军也舍得分

钱，每年给员工搞两次旅游，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舒服日子过了四年，余建军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意模式挺无聊，那时他就在想：虽然能赚一些

小钱，但我的一辈子就要这样度过吗？

余建军开始审视自己从事的软件行业，他蓦然发现：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金蝶和用友，做了

这么多年，依然只有这么小；而那些互联网公司，只做一年，估值就是顶尖软件公司的十几

倍。

经过和一些风险投资人细聊之后，余建军才搞明白，原来互联网公司是通过用户数量来估值，

软件公司则通过卖授权来赚钱，To B(企业端）和 To C（个人端）是两个差距非常大的市场。

于是，余建军开始了互联网平台创业的探索。2005 年底开始，余建军带领团队，开始进军

电子地图领域。他们研发了一种采集车，车上安装了电脑控制的软件和采集设备，沿着城市

道路开车，可以自动将街景采集起来。将这些街景数据与地图数据对接，就能够把一座城市

的实景做出来。

2006 年 1 月，余建军成立了城市吧，当年 7 月，产品就正式上线了。这款产品很烧钱，几

年前赚的几千万元，全部都投了进去。街景做出来后，效果很好，也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

但是，余建军却没有找到商业的闭环，不知道怎么盈利。

为了实现规模化，余建军找到 google，想给它做实景地图。但 google 技术实力强，自己完

全能干，就没有搭理他。为了生存，余建军又去找百度和腾讯，给他们的地图做街景服务。

后来，百度想迅速地把街景地图做大，于是把余建军的整个团队给收购了。在这个过程中，

余建军认识了证大集团的董事长戴志康，以及证大集团的董事长助理和投资总监陈小雨。做

了多年投资之后，陈小雨有意参与创业。余建军和陈小雨一拍即合，戴志康投资 2000 万元，

开启了第三次创业。

这次余建军做的依然是虚拟世界，项目名称为“那里世界”，表示我们实际的世界叫这里世

界，而虚拟世界为那里世界。

利用多年的全景图片作为背景，将用户的人物化身投射到这个虚拟世界中，并将音频和视频

植入其中。干了两年，2000 万元烧完了，余建军发现这个方向错了。虚拟世界并不是刚需，

也非高频需求，根本没有太多用户使用。跟着他一起创业的员工，看余建军完全没找到方向，

纷纷离职另谋高就。80 人的团队，最后走得只剩下 7人。

看着空空荡荡的办公室，余建军只好给陈小雨打气：就算全部走完了都没有关系，只要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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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就不会倒闭。余建军的第三次创业宣告失败，他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发现自己多年

来创业，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

那就是完全从自己出发来创业，觉得自己有全景技术，有相关的专利，就得从这方面下手去

做产品。但实际上，真正的创业，应该是从用户出发，真正去关心用户想要什么，才能做出

受欢迎的产品。

03

经过一翻深思熟虑，以及精密细致的调研，余建军尝试了几十上百个项目之后，最终选择做

移动音频领域。

2012 年移动互联网悄悄兴起，用户大量的碎片时间，用以手机阅读和看视频，而音频则还

是一个空白。跑步、开车、挤公交地铁，音频成了用户打发碎片时间最好的产品。这对用户

来说是刚需，而且使用频率挺高，有真实的应用场景。

余建军把国外的音频 APP 全部下载研究了一遍，然后让团队开发了一个产品出来。余建军和

陈小雨，带着产品，向证大集团的高管及戴志康汇报，并且想再融一部分资金回来。

听完汇报，当场没有一个高管认可这个产品，甚至有一个高管对戴志康说：你看，这两个人

刚刚花完 2000 万，又想来骗钱了。

戴志康却非常看好余建军，他投资的那么多公司里面，从来没有见过像余建军那么拼命的老

板，也从来没见过这么省钱的老板。于是，戴志康又投资了 1000 万元，连同之前的 2000

万一起平移过来，证大集团成了最大股东。

当时，证大集团在上海开发的喜马拉雅中心已经开业，陈小雨曾经参与开发，于是建议 APP

名字叫“喜马拉雅”。起初，余建军是拒绝的，他想起一个洋气一点的名字，但始终没有找

到满意的名字。

有一天，他在浏览器里输入喜马拉雅的域名，一个简单的网页里跳出一句话：世界上最长的

河,亚马逊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传说中最大宝藏,阿里巴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

电子商务平台。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会成为什么?

余建军彻底被域名拥有人的这句广告词给打动了，经过一翻讨价还价之后，余建军用几万元

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域名。2012 年 7 月，喜马拉雅 FM 正式上线。余建军善于把握大方向，

很快能把一件事干到八九成，但再进行下去，他就没有足够的耐心。

陈小雨却恰恰相反，她会深究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如果对一个图标不满意，她都会坚持改到

满意为止。

就这样，余建军主外管战略，陈小雨主内将每一个细节都执行到完美，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2014 年 3 月，喜马拉雅获得了 150 万美金 A 轮融资；当年 10 月，喜马拉雅再一次获得了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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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 B轮融资。

弹药充足后，余建军大量引进技术人才，扩充团队；与此同时，在对手们还没有版权意识的

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布局购买版权，筑起了一道强大的门槛和防线。

此后仅用了 2 年的时间，喜马拉雅就获得了 1 亿个用户，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互联网平台梦。

04

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有很多主播，年收入都过千万。

余建军曾开玩笑地说：胸大的去直播，脑大的来喜马拉雅。

无数大大小小的主播，在喜马拉雅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余建军自称为屌丝，他的喜马拉雅，也让很多屌丝成了高富帅和白富美。

一个人，或者一个平台，如果能让别人变得越来越成功，那么他和这个平台，自然也会越来

越成功。

余建军通过贩卖这些主播的声音，让喜马拉雅获得了 40 亿的营收，个人财富也将通过上市，

爆炸性地增长到 56 亿元。

余建军也是不折不扣的屌丝逆袭，这个曾经读书时只能排名前三，永远没做过第一的男人，

这次要把喜马拉雅带到行业第一。

余建军曲折的创业经历，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你过往的成功，会成为你未来成功的阻

碍。必须抛弃路径依赖和自我视角，真正从用户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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