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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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睿 18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

期）
金谷信托 7.35 2

河北省张家

口市

张家口通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百瑞富诚 68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牟中发投）
百瑞信托 7.4 2

河南省郑州

市中牟县

郑州牟中发展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汇融 76 号（黄石地级市政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第 2期）
金谷信托 7.2 2

湖北省黄石

市

黄石市磁湖高新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领会 2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金谷信托 7.4 2

四川省成都

市简阳市

四川雄州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安信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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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州市安信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滨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

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国元信托 7.45 2

山东省潍坊

市

潍坊滨城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锐银 20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金谷信托 7 2

江苏省淮安

市清浦区

淮安市清江浦城

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任兴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B

类）

国元信托 7.8 2
山东省济宁

市任城区

任兴集团有限公

司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贝格路桥建设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C 类）

国元信托 7.4 2
安徽省淮南

市凤台县

凤台县贝格路桥

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安泰06001号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国元信托 7.2 2

山东省济宁

市邹城市

邹城市城市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光信·光鑫·瑞信 1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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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汇誉2021-28兰州建投流动资金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海信托 7 1

甘肃省兰州

市城关区

兰州建设投资（控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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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3-2021.05.16）中信信托正式将播州国投向法院提起司法诉讼，涉事信托

项目逾期本金规模 2.55 亿元，逾期超过 4 个月，至今播州国投既不履行偿债义务，也没有

给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诸如此类实质性城投债违约，基本发生在行政级别低、地区财政实

力不足且负债率较高的地区，违约后多数采用展期还款或分期兑付。政信债，绑定了地方政

府信用的债权，一旦违约，影响的是地方政府的信用，延期不处理会对当地的再融资能力造

成极大的影响。投资者在选择政信项目时，首先要选择稳健的地区，首选江苏、浙江地区，

山东、成都以及其他地区有合适的项目，也可以考虑；其次选择稳健的平台公司，政信项目

必须是城投公司作为融资人或担保人，有些政府 100%控股公司都可能是伪政信，因此，投

资者需要要去识别交易主体是否是城投公司，分析交易对手的总资产、净资产、负债率、发

债情况、主体评级、在当地城投中地位、历史融资情况等数据，了解交易对手的实力。

本周新产品“鑫投 1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投资宏信国投设立的专项债权，资

金具体用于融资人偿还到期债务。融资主体淮安市宏信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截止 2020 年 6 月末，融资主体净资产 99 亿，资产负债率

58%，融资主体的净资产较高，资产负债率适中，实力较强。第 1还款来源为融资人经营性

收入，截止 2020 年 6 月末，还款方销售收入为 10.62 亿元，净利润为 1.97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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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为淮安市淮阴区城市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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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末，淮安区城资净资产 104.35 亿元，资产负债率 68.64%，担保方 1 的净资产较高，

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一般，担保措施比较不足。无抵质押措施。考虑到政府的隐性担保，

2020 年，淮安区 GDP 为 616.10 亿元，位居淮安市第 1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 26.66 亿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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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市场爆出有广州农商行等 11 家银行的 13 款保本理财产品，另有内蒙古银行等 3家银行

在已发售产品的基础上仍在“接连上架”保本理财，这些产品普遍期限较短，保证在年底之

前自然到期。保本理财仅剩半年多的时限，目前客户对于净值型产品的接受程度较差，中小

银行为了迎合客户需要发行保本产品，也是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和客户的被动选择。保本理

财产品让不少投资者心心念念，随着保本理财的清退，安全性比较高的“替代品”主要有结

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国债、货币基金。其中结构性存款的替代性最高，在产品门槛、期限、

收益率等方面都和保本理财较为接近，不过由于监管层禁止银行发行收益与风险不匹配的假

结构性存款，所以投资者购买结构性存款需要有一定理财水平和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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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5.03-2021.05.16）集合信托成立市场维持相对火热的行情，周募

集规模维持在 200 亿元线以上。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期共有 377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

环比增加 16.00%；募集资金 218.95 亿元，环比减少 10.93%。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

年化收益率为 6.99%，环比增加 0.14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1.90 年，环比减少

0.10 年。本期集合信托发行市场回暖，产品发行规模近 600 亿元。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

本期共 47 家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438 款，环比增加 165.45%；发行规模 589.14 亿元，

环比增加 1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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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85 款，投向金融领域 208

款，工商企业领域 31 款，基础产业领域 111 款，其他领域 3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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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34%，

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36%，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33%，基础产业类

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04%，其他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5%。

担保情况概述

本周共有 286 款产品披露了风控措施，有 102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

其中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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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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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3-2021.05.16）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22 款，较上期增加 7 款，发行规模为 20.89 亿元，较上期增加 4.45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5.09%，较上期下调了 0.55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子公

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9.88 亿元，较上期增加 2.76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11 款，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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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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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本期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51%，较上期下调了 0.46

个百分点；平均托管费率为 0.05%，较上期上调 0.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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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16 款，

混合类的有 3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的有 10 款，权益类的有 4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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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5.11%，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5.52%，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8.0%，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平均业

绩比较基准为 14.0%。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11款，其中固收类的 11 款； 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6款，其中固

收类的 5 款，混合类的 1 款；R4风险等级产品有 11 款，其中混合类的 1款，商品及金

融衍生品类的 8款，权益类的 2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4款，其中混合类的 1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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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3-2021.05.16）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707 款，较上周环

比增加 23.82%。本周一共成立 250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增加 111.86%，共有

4504 家机构参与了本周私募证券基金备案。五一之后，大宗商品再迎全线暴涨，铁矿石、

焦煤、螺纹钢、热卷、铜等多个品种的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受市场影响，本周私募证券八大

策略表现整体再现分化，管理期货策略收益再次飙升，领跑八大策略。管理期货策略近一个

月收益率为 4.06%，较上周上涨 3.39 个百分点。股票策略收益表现不佳，其近一个月收益

率为 0.32%，较上周下降-2.36%。本周除事件驱动策略和相对价值策略收益为负，其近一个

月收益率分别为-0.09%，-0.27%。

本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备案数量增幅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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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款产品，环比增加 42.86%。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98 款，创业类基金备案 142 款。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60 起，较上周减

少 11 起，涉及总金额 332.31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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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款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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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万元人民币，平均期限为 0.70 年。本周共有 14 款基金披露了预期收益率，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 6.02%，较上周上升 1.3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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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政信出现违约，会不会影响到本金？

文/上 海 陆 家 嘴 金 融

首先纯正政信违约≠暴雷，政府会通过多方资源偿还债务，目前未出现任何城投公司公告称

不偿还或不兑付的情况！

用最简短的一句话概括“政信债”，就是绑定了【地方政府信用】的【债权融资产品】

为什么绑定了【地方政府信用】呢？

第一，是地方政府全资的平台作为融资方和担保方；第二，资金用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

上；第三，部分产品质押了对政府部门的应收账款。

市场上对政信债产品存在多种说法，城投债、市政债、准市政债、城投非标、政信产品、政

府债等，其实都是同一类产品，有些叫法不规范。

准确来说，目前通过信托公司或理财师购买的产品，都应该叫做“城投非标债权”。

城投：是指市县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由地方人民政府/国资委/财政局控股，承担地方

基础设施建设及市场融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城市建设投资、水务投资、交通投资等。

非标：是指通过信托、私募、资管、金交所等通道备案发行的理财产品，区别于银行间市场

及上交所流通的标准化债券。

个人投资的【10 万起投】的产品都是通过地方金交所合规备案的非标产品，信托、私募、

资管计划等产品起投门槛基本在 100 万以上。

截至目前，像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至今未出现任何一个城投非标产品的违约。

政信之所以有信仰，除了隐形的政府信用担保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政信债，尤其是城投债的历史兑付表现比较好，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到了。

在以前，政信债别说发生延期兑付了，就连违约的现象几乎都没有。

也就最近几年，债券市场的刚兑不断被打破，才有少量的政信债出现违约。

可是，外界的媒体可不管这些，一般报道这类事件时，就给你扣上政信「暴雷」的帽子，毕

竟这样才会更吸人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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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口无凭，还是用数据说话，显得比较有说服力：

截止 2010 年底，全国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333 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 283 个地级市、

17 个地区、30 个自治州、3 个盟），2856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一个区县级单位，往往都会有好几家政府平台，少的也有 2-3 家，多的可能 6 -7 家。

一个地级市拥有的市级政府平台更多，一个省的省级政府平台就更不用说了。

据统计，全国大大小小有超过 10000 家政府融资平台。

非标政信债违约的案例，数量最多的时候就是 2019 年了，加起来应该是几十起的样子。

但是，全国有一万多家政府融资平台发过非标政信，发行中的非标政信债估计上万个都不止。

这样一算，非标政信债整体违约的几率还是很低的，且违约的绝大多数还是集中发生在贫困

地区。

比如贵州、云南、内蒙古等省份的贫困县市。

其它地区政信违约的都比较少见，而且违约一般也会被快速解决掉。

正因为政信的违约概率较低，所以比非标政信更优质的城投债，还发生了一种怪象。

因为城投债优异的历史业绩（ 100% 刚兑），市场上有一批激进的投资者，专挑烂城投债买。

因为城投有信仰，越烂的城投，实际收益越高，越高就越买。

前些年，那些金融机构投城投债时，曾经几乎就是啥也不看，真是闭眼投的。

既然是地方政府平台的融资，违约了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城投债的违约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性违约，一种是实质性违约。

技术性违约，一般由于地方政府平台在产品兑付本息时筹措资金不及时导致逾期，但在一个

月内有效偿还；

实质性违约，基本发生在行政级别低、地区财政实力不足且负债率较高的地区，如贵州三都、

独山等区域，到期后无法兑付本息，则会与投资人协商还款方式，多数采用两种方式：展期

还款（展期利息在原有的利息标准上浮 1%）；分期兑付（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分期兑付，偿

还投资人本金和收益）。

政信债，绑定了地方政府信用的债权，一旦违约，影响的是地方政府的信用，若延期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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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当地的再融资能力造成极大的影响。

因此，政信债，一般是不存在终极兑付风险的，最终地方政府都会以各种形式筹措资金偿还

借款。

虽然政信债产品的违约事件很少，即便违约后，地方政府平台的还款意愿也很强烈，但对于

投资人来说，能不遇上当然就别遇上。

资管新规后，目前理财产品是打破刚性兑付的，不管政信类项目，还是银行理财，都是没有

保本保息了，因而实行的是“卖者尽责，买者自担”。坦白地讲，政信类产品作为理财的其

中一个种类，也会出现风险。比如违约的风险。政信项目一般是通过地方政府旗下的融资平

台进行融资，主要是用于基建为主，比如城市安置房建设，比如修建水利公路，比如承接工

业园转移等。

违约了怎么处置

很多投资者会看中政信项目，主要是觉得背后有兜底作用，其实政信项目确实有出现过一部

分违约。违约并不可怕，违约并不代表着钱拿不回来，而是需要延长时间给融资方处置，比

如处置抵押物或质押物，比如让担保公司发挥担保作用，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回笼资金或再融

资。

跑路可能性不大

政信项目跑路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是受公众监督融资平台，但国家并不会出台相关措施来强

制地方融资平台按时还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与 2018 年出台的资管新规，打破刚

性兑付相悖了，融资也是需要市场化，遵循市场规律的。在 2017 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

后，出台并实行“地方政府债务终身问责”，比如前任官员离职了，留下的债务问题，不能

拍屁股就走了，撒手不管，没处理好的债务问题伴随到这官员的终身制，以此规范地方政府

的融资行为。

结语

目前大部分政信产品还是比较可靠的，毕竟一旦违约，毁的是地方融资信誉，想要再融资就

难上加难了。但我们作为投资者，必须要有风险意识及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敬畏风险，敬

畏市场。

如何选择信托现金管理类产品

文/阿信

今天这个问题是两个问题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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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在没有好的信托产品的情况下，闲置资金怎么办。

我回答说，可以暂时放在信托公司的现金管理类产品里，最好是赎回比较灵活的现金管理类

产品，一个原因是信托公司的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率一般高于银行等现金管理类产品，一个

原因是灵活性基本可以满足需要。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信托公司的现金管理类产品。

借着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一些投资者对现金管理类信托产品的问题一并做

个梳理吧。

NO1：信托公司为什么要设立现金管理类产品？

很简单，为了增强客户粘性，为了给客户更好的服务体验。有些信托客户长期买一家信托公

司的产品，这个产品刚结束，下个产品可能还要等一星期，这一个星期客户还要找个短期理

财产品，客户来回倒腾钱也麻烦不是，干脆信托公司自己设立一个现金管理产品，这边产品

刚结束钱进现金管理直接开始算收益，那边项目要成立马上就可以把钱从现金管理里赎回认

购，整个过程很方便，加上信托的现金管理产品收益率高于银行，客户的理财体验和购买体

验都很舒服，这样也加强了客户的粘性。当然对于信托公司来说也是好买卖，可以留住客户，

通过现金管理产品也可以挣一笔管理费，同时还丰富了产品体系，有了对外吹牛的资本，总

之，对信托公司和客户来书是双赢。

NO2：现金管理类信托产品的期限都是多久？

因为是为了客户短期融资需求，所以有很多现金管理类产品是可以 T+1 赎回的。但为了满足

客户不同的期限需求，信托公司也开发出了 7 天、30 天、2 个月、3 个月，一直到 12 个月

的期限不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我只能说，您只要市场信息够充分，多长期限的您都可以买

到，您资金如果够多，信托公司都可以给您定制期限。

NO3：现金管理类信托产品的收益率如何？

收益率嘛，基本上 3%-5%之间，和银行比自然是高的，但和信托固收比，那肯定是低的了。

收益率的高低主要是产品的底层资产决定的，如果信托公司只配置货币基金、债券等低收益

资产，那收益率就低；如果也稍微配置了一些信托产品、垃圾债等高收益产品，那产品的收

益率就高一些。有些信托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会配置一些高收益率的底层资产。有些信托公

司为了吸引客户，对于首次购买的客户还会有额外高收益，例如上海信托的新客专享，收益

率可以达到 4.5%左右。

NO4：现金管理类信托产品的起投金额是多少？

这是个等差数列：5 万、20 万、30 万、50 万、100 万、300 万、大额定制。在起投金额上，

只要你够努力总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产品，可是你要注意的是，虽然有可能你只想投 5万，

但你却要证明你是个合格投资者，也正是这个合格投资者，使得信托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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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现金管理类产品什么时候可以申购赎回？

这要看这款产品的申购赎回时间是怎么设计的，大致来说包括这样几种情形：

1，每个工作日都开放的；

2，每周固定时间都开放的；

3，每个月固定时间开放的；

4，每个季度开放的

5，固定期限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到期日

6，定制型的。

NO6：购买方式有哪些？

最方便的是信托公司自己的 APP,下载了就可以购买啦；没有 APP 的信托公司可以采取纸质

合同购买；再次就是有的信托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注册购买；最后是特例，中航信托的

通过支付宝就可以购买。

NO7：信托公司现金管理类产品是不是资金池？

鉴于资金池的问题，这是不少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资

金池。资金池最大的特点是期限错配、混同运作，直白点叫借新还旧，再直白就是庞氏骗局

了。投资者可以通过哪些措施去判断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产品的底层资产，如果产品的

底层资产都是标准化的货币基金、债券等，基本可以排除资金池的可能。从目前我整理的现

金管理产品来看，大部分还是比较正常，都是在做现金管理，而不是在做资金池。

NO8：从哪些方面挑选现金管理产品呢？

首先一点，现金管理类产品只是资金临时闲置的一个投资途径，最主要的目的是使资金闲置

期间有部分收益，一个是时间期限短，一个是收益率基本都差不多，所以投资者在购买现金

管理类产品的时候最主要的考虑就是申购赎回的便利性和资金的安全性。申购赎回上，投资

者要知晓该现金管理类产品的申购赎回规则以及赎回时间，避免出现资金时间上不匹配；在

安全性上，投资者要关注现金管理类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否都属于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资

产，投资者也可看看该现金管理产品的存续时间，一般来说，存续时间越长的产品安全性会

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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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扛煤气罐的穷小子坐拥 700 亿，河北首富：王玉锁

文/华宇

王玉锁是一位妥妥的低调富豪。

2020 年胡润百富榜上，王玉锁和妻子赵宝菊以 700 亿身家，蝉联河北省首富；2021 年福布

斯全球富豪榜上，王玉锁及其家族则以 64 亿美元身家，排在第 418 位。

这份万亿身家背后正是新奥集团，旗下包括新奥股份、新奥能源、新智认知、西藏旅游 4

家上市公司。2020 年其整体营收达到了 1613 亿元，而市值达 1800 亿元左右。

谁能想到，这位现年 57 岁的“燃气大王”，曾经只是一个背扛煤气罐的穷小子。

01 时来运转

王玉锁青年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挫折中度过。

他出生于河北廊坊霸州，高考三次失败后，不想做闲人的王玉锁，开始自己倒腾生意。他卖

过啤酒、葵花籽、女士背心……在跑出租车运输被拒绝后，只好去煤气站扛煤气。

都说“无巧不成书”，王玉锁跟燃气行业结缘，纯属偶然，或者说迫不得已更恰当。当时他

因为做生意失败，还背上了 2万元的债务。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王玉锁因缘际会下进入的这个行业，却刚好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朝阳产业。

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家家户户日常使用的多是煤，用煤气罐做饭并不普及。一个很好的佐

证就是，当地的液化气只有在沧州任丘才能买得到。

这时候不得不提一句“善因结善果”。手头没钱的王玉锁，能在任丘拿下液化气灶具生意，

还要多亏了他之前做的善事。他此前救下过的一个落水大哥，刚好是一家液化气厂的负责人。

这位急于报恩的大哥，二话不说便将液化气灶具赊给了王玉锁。靠着这份善缘，王玉锁做起

了经销液化气罐的生意。

当时，王玉锁的姐姐在胜芳镇开了一家杂货铺，王玉锁便以此为据点，在外面挂了一张牌子，

上书“预订液化气灶具，240 元/套，包括 10 罐气，一个月内提货”。

一个月后，王玉锁便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3万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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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啥都赔钱的王玉锁，偏偏一接触燃气，就成了聪明人。

尝到甜头的他时时刻刻关注着这个行业，试图能借此更上一层楼。巧合的是，就在这不久后，

政策开始允许企业承包气井。

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给了王玉锁一个深度介入中国天然气能源行业的机会。

当时，民营企业承包气井尚属“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审批极为严格。王玉锁提交的申请已

经被搁置了一个多月，却一直没有下文。

当时刚好主管局长来廊坊开会，王玉锁便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一直在局长开会的门外，站到

了晚上 10 点，最终用五分钟陈述了新奥的优势，拿下了审批。

爱迪生曾说“好动和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王玉锁的身上刚好盛满了这一特质。

也是同一年，廊坊开发区开始搞建设，需要大量天然气的支持，拿下了气井的王玉锁，便成

了很好的合作对象。在这期间，王玉锁还学会了怎么铺设燃气管道。廊坊市也因此成为河北

省第一个用上管道天然气的城市。

好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在拿下气井，给廊坊开发区输送燃气后，“西气东输”工程开始了。

不安于现状的王玉锁，照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盯住“西气东输”沿途经过的城

市，拿下了该线路上的气井，并把新奥分公司在沿途开了一路。

从一个“负债万元户”，到经营出一家进入公共事业领域里的民营企业，王玉锁这一路走来，

既有“天时地利”，更有“人和”因素。他身上那种“折腾”劲儿，才是成全他这份事业的

支撑点。

02 陷入“焦虑”

2001 年之后到 2004 年之前，大概是王玉锁过得最舒服的几年。那时，他一手创立的新奥能

源（前身为“新奥燃气”）以一介民企之身，将版图扩张到了 60 多个城市，并于 2001 年在

香港上市。

公司上市，也意味着新奥结束了艰难拓荒期，进入扩张阶段。但王玉锁内心的焦虑却与日俱

增。这种焦虑一方面源自于王玉锁对公司长远打算的担忧。

当时的新奥能源，只是一个下游燃气服务提供商，其收入一部分来自于接驳费，即天然气管

道进入新建小区内的安装费；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天然气的销售收入。前者为一次性收入，而

后者的费用刨除成本后，剩不下多少。

王玉锁的忧虑是，这种缺乏技术含量、简单的“卖气”服务，会不会被随时替代。

刺激到王玉锁的另一导火索，则是外国厂家对他的“看不上”。当时，王玉锁看中了一外国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厂家生产大口径储运天然气的压缩钢瓶的技术，就想用手里的市场去兑换，却被“放了鸽子”。

这件事让他明白，企业要想拥有话语权，手头就必须得有点独一无二的东西。但新奥有吗？

王玉锁陷入了深深地沉思。

当时新奥的现状是，供气来自于三大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但若上游企业看到了

下游这块肥肉，也要进来，新奥根本没法阻挡。

虽然新奥的生意看上去铺得很广，但扎根的领域却是公共事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此外，新

奥获得的城市管道燃气经营权只有 30 年。

细思极恐下，王玉锁坐不住了，在 2004 年向下传达了他向上游开发的想法。已经沉浸在“躺

着赚钱”中的员工们，不单是不理解，更有极端的，还给王玉锁写信，要求他“停止慢性自

杀”。

毕竟当时新奥的销售收入只有 25 亿，但技术的研发就要 21 亿的投资。但王玉锁的决心却异

常坚定。

他随即召开了一次生活会，面对在场人员“不实事求是、好大喜功”的批评，他将自己的思

考化作了三个问题一一抛出：上游如果介入，10 年以后新奥卖什么？20 年后，新奥的品牌

是什么？30 年经营权到期后，新奥做什么？这就是新奥内部著名的“新奥三问”。

随着这三个问题被抛出，会场陷入了长达 5 分钟的鸦雀无声。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新奥开

始将步伐转向上游产业链，开始了长达多年煤制气等技术的研发。

做企业归根结底还是做人。

如果王玉锁目光短浅，安于现状，不管新奥拿下多少城市的燃气管道经营权，都只不过是一

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燃气服务供应商，命运的喉咙始终被捏在别人的手里。

当然也就更不用说，把新奥集团打造成今天这样一个业务贯通下游分销、中游贸易储运、上

游生产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和涵盖健康、文化、旅游、置业的生命健康产品链，以及智能互

联网平台的大型能源集团。

王玉锁这种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意识，在以后多年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03 玩起“跨界”

2006 年，新奥集团成为石油三巨头之外，国内第四家拥有天然气进出口权的企业。值得高

兴的同时，又有新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物流国际化，亟需海洋运力的支撑，此外，集团有一半业务集中在沿海城市，而海洋运输可

以降低成本。基于以上考虑，2006 年，新奥集团斥资 7203 万元，完成了对北海海运总公司

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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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海运总公司主营项目为海上客货运输、船舶修理和港口装卸等，旗下有多艘客轮、客滚

船、集装箱船，客运航线为北海至涠洲岛、北海至海南。

这也为日后，新奥集团拓展旅游业务打下了基础。后来公司旗下登陆资本市场的“北部湾旅”

（后来的“新智认知”），其业务范围就涵盖了海洋旅游、健康旅游、智慧旅游，主要经营

北海—涠洲岛和北海—海南旅游航线。

旅游服务是旅游运输向上游产业链的延伸，其逻辑一如当年王玉锁毫不犹豫地将脚步迈向上

游清洁能源领域一样。

在完成上游生产开采、中游贸易储运和下游分销纵向一体化的清洁能源产业链的构建后，王

玉锁开始琢磨下一步棋。

在一次活动上，王玉锁受到了互联网业内人士的启发：“你手头上有非常珍贵的资源，就是

客户，你应该用互联网技术把 1000 多万的家庭客户连起来。然后你会发现，它的价值是无

穷的宝藏。”

于是，新奥集团开始又一次转型，走上用数字转型传统产业之路。一直到现在，王玉锁仍在

坚定不移地把新奥往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上推进。

一个做传统能源产业出身的民营企业，居然走在了互联网前沿，这让人十分意外。公司甚至

还瞄准了人工智能领域，并于 2016 年，通过让旗下的北部湾旅，收购聚焦于智慧安全、智

慧交通领域，并颇有名气的大数据行业应用公司博康智能，迅速实现跨界。

一路走来，王玉锁一直走在变革的路上。也正是这种不安于现状，大胆变革的精神，让他的

人生，实现了“三级跳”，将廊坊市的一个小的燃气管道服务供应商，做大做强至一家千亿

集团。

从 2012 年开始，王玉锁便有意培养自己的未来接班人——儿子王子峥。跟父亲高考三次失

败不同，王子峥大学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后又出国留学，毕业后便被王玉锁安排进各个部

门轮岗，以迅速熟悉公司。

这样走马观花式的学习，导致王子峥对哪个业务都不熟悉。2014 年，王子峥向王玉锁提出

了辞职，拿了几百万启动资金，去了北京中关村创业。他当年的创业项目 e 城 e 家如今已经

随着王子峥的回归，并入到了新奥集团，成为其健康生活产品链的一员。

2020 年，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发布的“2020 全球最有价值的 50 大公用事业品牌”

榜单中，新奥集团排在第 24 位，比上一年前进了 5 名。

做企业最后还是做人。如今，新奥集团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能源企业之一，服务了上

亿人。以一介民企之身，成为公共事业领域的巨头，王玉锁一以贯之的“不满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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