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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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融 76 号（黄石地级市政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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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银 20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

期）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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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信国兴 392 号-鲁盈 9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 1期）
五矿信托 7.3 2

山东省潍坊

市

潍坊高新区国有

资本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方兴 1413 号咸阳新兴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国通信托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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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享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XX信托 7.3 2
湖南省株洲

市芦淞区

株洲新芦淞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GX·新然 8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二期）
光大信托 7.2 2

江苏省镇江

市扬中市

江苏润达公园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GX·锦程 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二期)
光大信托 7.25 2

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

成都经开产投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

GX·优债兴融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二期)
光大信托 7.2 2

江苏省盐城

市建湖县

盐城双湖水务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富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中粮信托 7.3 2

江苏省淮安

市清江浦区

淮安市清浦新区

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

国富 2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中粮信托 7.4 2

四川省成都

市新津区

成都市新津县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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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逐步剥离城投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对城投平

台进行市场化转型整改，要求城投企业逐渐转型为地方国有企业、不再承担地方政府融资的

职能。城投转型，政信信托投资逻辑大变后，政信信托是否一如既往的安全，值得信托投资

者深思。信托投资要看清形势，城投基建信托的投资关键在于城投平台对于当地政府的重要

性。改革划清政企的界限，为城投平台承担新的功能留出了空间，既要承担过去投资公益性

项目产生的大量债务，还需要配合政府施政目标、继续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因此改革使

城投平台的担子和承担的职能更重了。一个地区往往有众多家城投公司，投资者在择优而选

时，最重要的思路是城投平台于当地政府的重要性，地位越高，权重越重的城投平台，投资

的安全性就越高。

本周（2021.05.17-2021.05.23）新产品“汇融 7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用于

向海鑫能源受让其持有的子公司易桥建设 100.00%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获得的转让价款

用于偿还其他借款或支付工程款。交易对手是江苏海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

为阜宁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截至 2020 年 9 月底，融资主体的净资产 92.23

亿元，融资主体的净资产适中，资产负债率较高，实力一般。本信托产品第 1 还款来源为融

资主体经营性收入，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海鑫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2.16 亿，2019 年公司营

业利润率为 3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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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物为位于阜宁经济开发区零售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抵押，抵押物估值为 3.16 亿元，

抵押物所在地为珠三角、长三角、北京的县或县级市城区，地理位置比较一般。第 1质押物

为未上市公司易桥建设 100%股权，质押物金额为 6 亿元，抵质押物不够充足。第 1 家担保

方为江苏开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阜宁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担保方净资产为 62.36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1.45%，净资产适

中，资产负债率较低，担保措施稍显不足。考虑到政府的隐性担保，2020 年阜宁县 GDP 为

574.22 亿元，位居盐城市第 6 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为 28.3 亿元，政府财政实力良好。

综合来看，该产品的最终风险适中，适合风险偏好中等的投资者。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较高，

风险偏好中等的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本周首次获批的 7 家公募管理人均陆续发布旗下公募 REITs 产品的询价公告，采用通过向战

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即战略配售）、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发售（即网下发售）及向

公众投资者公开发售（即公众发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售，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三种途径参

与公募 REITs 产品的认购。在当前股市相对疲软的背景下，由于公募 REITs 产品本身是投入

到收费的公共设施中，其隐含了政府的信用背书，因此该类基金在收入稳定性方面，一定程

度上可以给投资者一颗“定心丸”，建议稳健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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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5.17-2021.05.23）集合信托成立市场热度下滑，周募集规模大幅

下滑。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有 298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环比减少 20.95%；募

集资金 152.39 亿元，环比减少 30.40%。本周成立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6.82%，

环比减少 0.17 个百分点；集合产品周平均期限为 2.10 年，环比增加 0.20 年。本周集合信

托发行市场转冷，产品发行规模大幅下行。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共 38 家信托公司

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255 款，环比减少 41.78%；发行规模 401.94 亿元，环比减少 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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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43 款，投向金融领域 128

款，工商企业领域 24 款，基础产业领域 58 款，其他领域 2款。

收益情况概述

本周共计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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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标品

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45%。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0%，

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21%，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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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担保情况概述

本周共有 161 款产品披露了风控措施，有 59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

其中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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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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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2021.05.23）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20 款，较上期减少 2 款，发行规模为 28.64 亿元，较上期增加 7.75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6.63%，较上期上调了 1.54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子公

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7.02 亿元，较上期减少 2.86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5 款，较上期

减少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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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本期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89%，较上期上调了 0.38

个百分点；平均托管费率为 0.03%，较上期下调 0.02 个百分点，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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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款，

混合类的有 4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的有 6款，权益类的有 3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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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97%，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6.63%，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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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款，其中固收类的 6 款； 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6款，其中固收

类的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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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款，

权益类的 3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5款，其中混合类的 2 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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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2021.05.23）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共备案 519 款，较上周环

比减少 26.82%。本周一共成立 96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较上周环比减少 61.60%，共有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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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翻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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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较上周上涨 0.91

个百分点。事件驱动策略和股票策略收益紧跟其后，本周事件驱动策略和股票策近一个月收

益率分别为 1.97%和 1.92%，较上周分别上涨 2.06%、1.60%。本周相对价值策略收益垫底，

其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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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款产品，

环比减少 31.25%。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76 款，创业类基金备案 89 款。截至本周五下

午，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42 起，较上周减少 18 起，涉及总金额 530.05 亿元人民币，环比

增加 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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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机构发行了契约型基金，总规模为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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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较上周上升 0.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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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江苏盐城政信信托风险怎么样？

文/李奎霖

至今没啥风险，江苏政信信托至今都是 100%正常兑付，连苏北小县城也是 100%正常兑付，

盐城政信信托一样，目前没啥风险。

政信信托都是靠借新还旧混着，已经没法用市场化方式来分析了，纯靠信仰维持了（对区域

的信仰，对信托公司的信仰）。

因为仔细分析财报，负债率，债务率这些指标，城投都没赚到啥钱，欠的钱还特别多，负债

率基本 50%-60%以上。

苟延残喘，收入来源就靠 ZF 给它续命，这样的融资方放在其它任何类型的信托产品里，比

如房地产，工商企业，早爆掉无数次了，

结果政信信托如江浙成都重庆山东等地却一直维持 100%正常兑付记录。

作者研究认为：可以换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如果盐城政信信托要爆，排在它前面的什

么同类要爆？

1.从区域分析

江浙外围的同为沿海但经济比江浙稍弱的山东，两湖等中部地区得先爆，因为江浙长三角包

迪区已经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片区了，政信信托要爆时，得其它比它弱的区域先爆，至今山

东这些区域政信信托却也是 100%正常兑付，这道防线还是守住的。

2.从信托公司分析

按过往记录，同类信托（工商企业，房地产，偏远区域政信等）爆掉时，是受托人比较弱，

不管事，不负责，没担当的民营信托公司先爆，然后再慢慢波及到国企信托公司，央企信托

公司，时间周期一般在 1 年-2 年，有先后顺序，爆雷也得按顺序来，不要急，现在江浙政

信信托是任何信托公司来发时，都 100%正常兑付，所以，就算以后要爆时，从信托公司分

析 ，央企信托公司也能坚持到最后。

综上，我们都知道盐城政信信托有缺点（事实上，任何产品都有缺点），但还是要买它，如

果盐城政信信托要爆，也是按顺序把排在它前面的同类爆了，然后才会轮到盐城。那么，在

选择买盐城政信信托时，受托人尽量选负责任，有担当，没啥兑付黑历史的央企信托公司，

能比同行产品撑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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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安全系数有多少？

文/王鹤

风险频出、规模压降，过去一年，信托公司的日子并不算好过，但在较为不利的展业环境下，

2020 年的年报显示出，一些信托公司实现逆势强劲增长，一些尾部公司则面临亏损和全面

停滞，信托公司分化更加显著。

信托公司分化更加显著

据百瑞信托博士后工作站梳理统计，2020 年，信托公司营收同比增长率介于-20%至 20%的公

司数量较多，分布区间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橄榄形。

具体来看，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的信托公司有 41 家，其中增长率大于 60%的信托公司有 2

家，增长率介于（40%,60%]、（20%,40%]和（0,20%]的信托公司分别有 5 家、11 家和 23 家。

华宸信托、财信信托和中粮信托等增速分别达到了 3289.42%、55.97%和 52.22%。

另有 21 家信托公司营收下滑，增长率介于（-20%,0] 、（-40%,-20%] 和（-60%,-40%] 的

信托公司分别有 15 家、3家和 2 家，其中降幅超过-60%的信托公司有 1家。

净利润方面，有 36 家信托公司净利润实现增长，其中 18 家净利润增速超过 20%，财信信托、

中粮信托和金谷信托等增速均超过 100%。

“平安信托、光大信托、五矿信托等信托公司实现较高净利润的同时，依旧保持了可观的增

长速度，促使行业利润不断向头部集中，这些公司净资产规模同样较为靠前，强者恒强态势

明显。”百瑞信托报告称。

不过，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报告指出，68 家信托公司中还有 6 家没有发布年报，基本是一

些问题公司或亏损公司。从已发布的 62 家公司来看，亏损的有 3家，加上没有披露年报的

信托公司中至少有 4家是亏损的，合计 2020 年亏损的信托公司至少有 7家，比 2019 年（5

家亏损）的亏损面有所扩大。

“信托公司财务业绩的分化，将导致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关键指

标将向行业头部公司集中。”百瑞信托分析称。

风险集中爆发 信托理财遭遇信任危机

信托资产规模此前连续多年“高歌猛进”，自资管新规落地后“急转骤降”：资产规模从

2017 年末的 26.25 万亿元，一路下滑降至 2020 年末的 20.49 万亿元。

这一压降趋势在今年一季度还在继续，中国信托登记公司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行业

信托产品存量规模已进一步压降至 19.74 万亿元，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20 万亿元以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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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信托的顺周期特性决定了其与经济周期的共振，我国经济增速放

缓带来资产质量下降以及企业资金链紧张。

而信托资产下降速度过快，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是信用快速紧缩带来的风险急剧上升，企业

资金链普遍偏紧，市场出现风险踩踏和违约潮，流动性风险局部出现。

“少数信托公司的违规经营导致风险频发，更使得信托理财市场遭遇到信任危机，所有这些

都在 2020 年集中爆发，对信托业的打击非常大，这些影响已明显地反映在信托公司的年报

和年报披露当中。”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报告称。

可以说，2020 年是信托行业自开展信托业务以来风险事件暴露最多的一年。在这一年中，

先后有 4 家信托公司被监管层托管或暂停业务，另外，出现违约和暴雷的信托公司也明显增

多。

中诚信托战略研究部分析指出，从 62 家公司年报披露数据来看，截至 2020 年末共有 24 家

信托公司固有资产不良率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共 48 家信托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其中

有 22 家“信托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营业收入”超过 10%，14 家信托公司该比值超过 20%，对

经营业绩的侵蚀较大，有 30 家信托公司该比值较 2019 年有所提高，也反映了资产减值损失

对信托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部分固收资金转向权益市场 信托发力证券投资业务

一边是以信托为代表的固收资金规模明显收缩，另一边是权益市场大肆扩张。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末，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了 21.56 万亿

元，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为 16.72 万亿元。

今年同期私募基金的管理规模也超过 17 万亿元，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国内管理规模超过

百亿元的证券私募机构持续扩容，目前已达 79 家，仅 4 月份就增加 5 家机构跻身百亿“俱

乐部”。

有信托公司人士去年就表示，每月到期的集合信托在百亿元左右，但是接续下去的资金在二

三十亿元左右，剩余的数十亿资金都在寻求更高收益的资产。

私募排排网创始人李春瑜表示，去年以来资本市场回暖，赚钱效应显现，投资者风险偏好有

较大提升，一些固收资金正在快速流向权益投资。

信托公司也在顺势而为，证券投资信托已成为信托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投向证券领域的资

金信托在 2020 年实现了 15.44%的增长。

中诚信托战略研究部指出，从 62 家信托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来看，36 家信托公司证券投资

信托规模实现了增长，增幅在 20%以上的公司达到了 25 家，其中华润信托、五矿信托和中

航信托的增幅排名前列，分别同比增加了 1681.16 亿元、747.09 亿元和 591.4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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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资产证券化业务规模也在持续扩大。从资产证券化业务新发行规模绝对金额来看，建

信信托、华能信托和华润信托居于行业前列，分别达到3310.26亿元、1876.47亿元和1261.29

亿元。2020 年参与各类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行的 38 家信托公司中，9 家信托公司资产证券

化业务新发行规模占其当年新增信托规模比重超过 30%。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酿 A 股最大“血案”，逃了！山东资本大鳄：叶飞

文/大江湖解局

叶飞曝光上市公司坐庄市值管理的黑料，让网友们对资本市场的黑幕尤为关注。

资本市场上的黑幕种类繁多，市值管理还算是小的；更为恶劣的手法，是有的上市公司实控

人，专门就是为掏空上市公司而来。

山东有一位资本大佬徐茂栋，巧借杠杆，空手套白狼控制了两家上市公司。

入主上市公司之后，他立马伸出了黑手，巧设名目，从天马股价套走了 23 亿元。

天马股份的现金被洗劫一空，会计事务所无法对财务报表出具意见，导致天马股份价格连续

30 个跌停板，成为了 A 股最大的“血案”。

那么，这个徐茂栋到底是谁？如何玩空手道控制两家上市公司？他又是如何血洗天马股份的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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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徐茂栋在山东日照出生。

徐茂栋打小学习成绩就不错，1986 年，18 岁的徐茂栋，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

大学期间，徐茂栋学的是计算机，但他却对企业管理异常感兴趣。那个时候，他就立志要做

一名企业家，还选修了企业管理的相关课程。

大学毕业之后，徐茂栋回到了日照，进入了国企港务局上班。

1991 年，日照市港务局成立了一个购物中心，从内部选拔人才来进行管理。

毕业一年多的徐茂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参与竞聘，成功当选了新公司的管理层。

短短三年时间，徐茂栋就摸清零售业的供应链，一直有个创业梦的他，决定下海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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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徐茂栋创办了齐鲁超市。

为了吸引客流，徐茂栋将超市的经营时间改成早 9点到晚 9点，他还将鸡蛋价格降到超低，

通过消费频次高的鸡蛋，源源不断带来人流。

这和现在一些网店，不赚钱做单品爆款，以此给店铺带来流量，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徐茂栋就已经有互联网流量思维了。

齐鲁超市迅速扩张，徐茂栋开始并购竞争对手，日照市东都商厦被他收入囊中，成为当时日

照第一个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案例。

经过几年发展，齐鲁超市拥有了 18 家连锁店，成为当地最大的超市。

1998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徐茂栋听朋友说，有些企业研发的软件，可以向手机发送短信。

本来就学计算的徐茂栋，有着敏锐的嗅觉，他觉得这里有非常大的商机。

于是，徐茂栋开始转型，组织技术人员开发能给手机发短信的软件。

2000 年，徐茂栋带着产品北上，成立了凯威点告公司，专门做手机短信广告业务。

那个时候，徐茂栋将齐鲁超市悉数卖出，超市的第一桶金，成为了他第二次创业的资本。

那个时候，四大门户网站新浪、腾讯、网易和搜狐，都做起了向用户收费的短信业务。

徐茂栋的 B2B 短信业务，避开了最激烈的竞争，凯威点告的盈利，一直都很好。

2005 年，徐茂栋成立了星河集团，这是其“星河系”的最初雏形。

第二年，将电梯视频广告做得风生水起的江南春，花了 3000 万美金，将徐茂栋的凯威点告

收购。

徐茂栋瞬间就财务自由了，恺威点告改名为分众无线，徐茂栋也成了分众无线的 CEO，成为

了江南春麾下大将。

但打工并不是徐茂栋想要的生活，于是，第二年，他就辞去了分众无线的高管工作。

2007 年，徐茂栋马不停蹄地成立了小能，做起了风险投资和联合创业。

他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参与一些早期互联网创业项目的投资。

随着智能手机到来，徐茂栋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光投资，他觉得不过瘾，还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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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阵创业。

2009 年，徐茂栋成立了星河互联，深耕互联网创业。那一年，美团成立，团购市场风起云

涌。

2010 年 3 月，徐茂栋的山东老乡王赟明成立了窝窝团，加入了百团大战。

刚开始窝窝团发展还算顺利，但烧钱扩张的模式，让王赟明有了引入投资的想法。

2010 年 11 月，徐茂栋手捧现金，入主了窝窝团。

王赟明并没有留恋自己创办的企业，将控制权交给了徐茂栋，从窝窝团退了出来。

在徐茂栋的掌舵下，窝窝团大举扩张并购，还从竞争对手公司大力挖人。

当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高薪挖角事件，拉手网 200 名员工，集体离职，加入了窝窝团。

窝窝团进行了野蛮扩张，从一个十几个的小公司，迅速膨胀为 3500 多人的大企业。

但是，用户从网页端到手机端过渡的这段时间，窝窝团无论在营收还是融资方面，均落后于

美团和 58 同城。

眼看着窝窝团反超无望，徐茂栋拼了命地去冲击纳斯达克上市。

2015 年 1 月 10 日，窝窝团终于登上纳斯达克，募集资金只有 4000 万美元。相对于其 A 轮

融资就有 5000 万美元，这无疑是一次流血上市。

上市没多久，本地社区服务格局已定，窝窝团没有一席之地，就此销声匿迹。

徐茂栋的第三次创业，表面光鲜靓丽，看似非常成功，其实并没有赚钱。但在这一系列的资

本运作过程中，徐茂栋尝到了资本的味道。

于是，徐茂栋在 A 股粉墨登场，他长袖善舞，开始了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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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徐茂栋成立了上百家公司，成员企业盘根错节，组成了他资本运作的“星河系”。

星河互联集团、北京星河世界、霍尔果斯食乐淘、喀什星河、星河赢用、拉萨星灼，一系列

让人眼花缭乱的公司，将悉数登场。

2016 年 8 月 16 日，徐茂栋通过星河赢用和拉萨星灼，出资 10 亿元，收购了步森股份 29%

的股权，成为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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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之后，徐茂栋又通过喀什星河，斥资 29.37 亿元，收购了天马股份 29.97%的股权，

成为了控股股东。

两次大手笔收购，徐茂栋的钱来自哪里？

在收购天马股份的 29.37 亿中，其中有 15.5 亿来自信托借款，剩下的 13.87 亿元，则来自

于喀什星河的股权质押。

喀什星河先是向信托公司借了 15.5 亿元，这笔款支付给天马股份的原来大股东天马创业后，

天马创业立马将这笔款，按照约定质押给信托公司，作为喀什星河借款的担保。

但后来，喀什星河没有在约定的日期还款，天马创业的 15.5 亿质押款归还了信托公司。

另外的 13.87 亿元，是喀什星河拿到天马股份的股权之后，质押给金融机构，再一次拿到

13.87 亿元的借款。

不废一兵一卒，徐茂栋拿下了天马股份的控股权，其资本运作的手腕，以此可见一斑。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被坑的天马创业，以及巨额的杠杆资金，让徐茂栋铤而走险，他并

没有打算好好经营公司，而是将黑手伸向了上市公司，进行了疯狂套现。

2017 年 9 月 1 日，天马股份以存货向金丰典当担保，借了 5000 万元。借来的 5000 万元，

并没有进入天马股份的账户，而是转入了徐茂栋控制的食乐淘。

2017 年 9 月 27 日，天马股份与北京祥云小贷公司借款 7000 万元，借款同样转入了徐茂栋

控制的星河世界。

徐茂栋不仅吸血天马股份，还拉他控制的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步森股份来垫背。

2017 年 10 月 27 日，天马股份与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借款 1 亿元，步森股份位列

担保名单，所借款项，再一次打入食乐淘账户。

除了让天马股份去担保借款，2017 年 10 月 28 日，徐茂栋还将天马股份账上的 5.66 亿元，

全部划转到星河互联和喀什耀灼。

经过种种此类手段，徐茂栋从天马股份套走了23.79亿元，给天马股份造成的损失高达31.83

亿元。

即便将天马股份压榨干，也依然没能满足徐茂栋资金胃口。

2017 年 10 月 24 日，徐茂栋以 10 亿元的价格，转让了步森股份的控股权。他不但收回了 1

年前投资的成本，还留有 9亿元的股票净值。也就是说，仅一年的时间，一买一卖，徐茂栋

就赚了 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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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盘步森股份的新股东赵春霞，对步森股份担保借款之事，一无所知。赵春霞高位接盘之后，

步森股份价格开始暴跌。

徐茂栋全身而退，留下赵春霞站在高高的山岗之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2017 年 12 月 18 日，天马股份的股价闪崩跌停。随后，徐茂栋以重组的

名义，让天马股份停牌了长达 5 个月之久。

纸终究包不住火，徐茂栋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天马股份的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罕见地以

4000 字长文，直指公司财报 4大疑点。

2018 年 5 月 14 日，天马股份戴上了 ST 的帽子开盘，股价开始雪崩。

ST 天马连续 30 天跌停，股价从 9元一口气跌到了 1.8 元。6 万股东血亏了 78 亿，徐茂栋一

手制造了 A股最大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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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互联网创业的老兵，成为资本大鳄收割股民之外，徐茂栋并没有放弃互联网金融收

割韭菜的机会。2017 年 10 月，徐茂栋拉上天马股份，入股了 P2P 平台钱满仓。

钱满仓的股东几经变更之后，只剩下星河世界、北京硕赢科技和天马股份，这些都是徐茂栋

控股的公司，他才是钱满仓的幕后控股人。

天马股份入股钱满仓，立马让钱满仓跻身上市系的 P2P 平台。

但这不过是徐茂栋障眼法，他入股的目的，无非是再狠狠割一把韭菜。

2018 年 5 月 18 日，钱满仓还搞了一个 518 理财节，发了很多加息的理财产品。

6月 13 日，钱满仓就暴雷了，留下了 3700 个出借人的 2.1 亿元没有兑付。

徐茂栋从钱满仓卷走 7000 万元，然后潜逃到了美国，从此在国内销声匿迹，留下一地鸡毛。

2019 年 10 月 31 日，证监会对徐茂栋做出了罚款 90 万元的顶格处罚。

曾经山东最大的连锁超市缔造者、分众无线的 CEO、纳斯达克上市企业窝窝团的董事长，摇

身一变，成为 A 股的资本大鳄；随后，徐茂栋的所有梦想和关于企业家的豪言壮语，都成了

美丽的谎言。

他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榨干上市公司，对股东敲骨吸髓，就连信任他的出借人，他都要

吸干最后一滴血！

他不是企业家，也不是资本大鳄，而是一个十足的吸血狂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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