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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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优债 1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3 期)
光大信托 7.5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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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优债39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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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厦帝景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重庆信托 7.5 1.42
福建省厦门

市思明区

厦门万厦天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国富 2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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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富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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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扬中市江苏大行临港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债权投资（二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D 类）

国元信托 7.4 2
江苏省镇江

市扬中市

江苏大行临港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恒信国兴 514 号-幸福 12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3期）
五矿信托 7.4 2

四川省成都

市简阳市

四川雄州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济宁市兖州区融通投资有限公司债

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E 类）
国元信托 7.8 2

山东省济宁

市兖州区

济宁市兖州区融

通投资有限公司

润昇财富 15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二期第十八次资金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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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银 24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5

期）
XX 信托 7.85 2

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

治州景洪市

融创嘉瑞文旅地

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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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投资人透露：其认购的内蒙古多伦县政信项目逾期 2 年，至今还没有全部兑付。内

蒙古自治区以及呼和浩特经开区投资集团此前发生多次非标违约及相关信用风险事件，导致

其整体在直接融资市场表现一直不佳，以地方债为例整体估值偏高。内蒙古经济财政实力较

弱、虽然存量城投债较少，但是债务杠杆较高。事件发生前城投领导变更和直管地方领导非

正常变动，这种变动虽一般影响较小，但是这次前后间隔较近，直接影响不可避免。因此，

投资者选择政信产品时，首先应关注地方政府的经济财政综合实力，关注地方债发行利差等

对于区域风险评估的市场表现。对于园区平台，应重点关注园区内产业聚集、重点企业相关

情况。关注区域和企业主体主要领导非正常变动的后续影响。

本周（2021.06.28-2021.07.04）新产品“镇江市丹徒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受

让“镇江市丹徒区新农村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对镇江市丹徒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应收债权”。

债务人镇江市丹徒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第一担保人镇江市恒瑞高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担保人镇江市丹徒区新农村发展建设有限公司。100 万以上预期收益率为 6.2%。

项目特点

1、这个是镇江市丹徒区区级重要平台项目，平台风险较低。

2、项目的债务镇江市丹徒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

3、项目拥有镇江市丹徒区另外一个重要平台镇江市恒瑞高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做担保增

信，担保方信用评级为 AA。

4、项目第二担保方镇江市丹徒区新农村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为第一担保方的全资子公司。

5、丹徒区共有 3 家城投平台，其中 2 家 AA 平台公司。

6、镇江市 6 个地区中丹徒区实力一般，如下表 1：

表 1：镇江市 2020 年各地区 GDP 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亿

GDP 排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

排名 地区 GDP(亿元） 排名 地区 收入(亿元）

1 丹阳市 1145.36 1 丹阳市 64.02

2 句容市 675.48 2 句容市 54.85

3 扬中市 489.59 3 扬中市 35.01

4 京口区 452 4 丹徒区 23.89

5 丹徒区 425 5 京口区 21.7

6 润州区 244 6 润州区 13.94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0 年的丹徒区 GDP 为 425 亿，在镇江市排名第五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0 年为 23.89

亿，在全市排名第四位，实力在全市属于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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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该项目的风险较低，适合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一般，风险偏

好较低的投资者可以关注。

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6.28-2021.07.04）共有 383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标品信托产品

成立数量 155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228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328 款，其中

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79 款，投向金融领域 163 款，工商企业领域 29 款，基础产业领域 57

款。本周共计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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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标品

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97%。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23%，房地

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17%，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97%，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

均收益率为 7.08%。本周共有 134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82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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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款为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

资管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周（2021.06.28-2021.07.04）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26 款，较上期增加 6 款，发行规模为 31.85 亿元，较上期增加 8.07 亿元。本周券商发行

集合资管产品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6.61%，较上期上调了 0.18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

子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1.00 亿元，较上期减少 2.87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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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行的基金子公司产品的平均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13.20%。本周没有期货资管产品的发行情况。本周集合资管产品的平

均管理费率为 1.02%，较上期上调了 0.29 个百分点；平均托管费率为 0.03%，较上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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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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14

款，混合类的有 7款，权益类的有 4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有 3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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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7%，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6.8%，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

基准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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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款，其中固

收类的 3款，混合类的 4款；R4风险等级产品有 6款，其中权益类的 3款，商品及金融

衍生品类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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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28-2021.07.04）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689 款，较上周环比

上升 12.03%。共 264 款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有 436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备案，较上周增加 26 家。本周私募证券八大策略收益与上周相比全部上涨，且

涨幅均较大。其中事件驱动策略本周环比上升 1.62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平均收益达 5.87%，

稳居首位。另外，宏观策略的收益相对来说上升趋势明显，增长了 1.84 个百分点。而固定

收益策略则增速较慢，仅上升 0.24 个百分点。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周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 135 款产品。其中私募股权类

基金备案 73 款，创业类基金备案 62 款。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66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752.00 亿人民币，环比上升 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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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有担保个人信贷资产的消费金融信托值不值得买？

文/李奎霖

Q：某底层为有担保个人信贷资产的信托值不值得买?

A：不值得买

这样信托公司向个人发放的消费性贷款或经营性贷款，一般归类为消费金融信托。

这样的产品不值得买，原因如下：

1，政策不支持

消费金融穿上金融创新的外衣，实则底层风控多是通过爬虫软件获取用户通迅录，如果不按

时还钱，先好好谈，再不还，就爆通迅录，这个风控方式引起很多争议，

2019.10 月，监管当局严查爬虫软件，消费金融的风口就已经过了。

2，道义不支持

消费金融吹得天大海宽，分散风险，单笔放贷金额低，保险公司担保，这些都改变不了消费

金融高利贷的本质，

年化 24%-36%的综合利率（抵押贷时利率稍低些），平均每笔才数千-数万，试想一下，连

数千-数万都要借这么高利息的是什么人？

是没啥风险意识而且很困难的人啊。（投放经营性贷款不在此列，小微企业主比普通自然人

精明很多的，人家有风险承受能力评信托公司纳入互联网贷款业务新规）

3，利益分配不支持

高利贷从没啥风险意识而且很困难的人身上赚高息，你投消费金融信托，只拿了年化 5%-6%

的收益，中间年化 20%以上的部分让谁赚走了，你懂的。利益分配不合理，

业内有说消费金融风险大，所以收益部分投资人拿小头，保险公司拿大头，

我观察多家信托公司消费金融项目尽调报告，里面写的不良率普遍 1%-2%内，比银行业不良

率都低，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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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真的，它风险真这么低，为啥不把收益大头给投资人？

如果是假的，这 1 搞假骗投资人，2 拉保险公司入场兜底，不是坑保险公司么？

4，受托人不看好

作者李奎霖研究认为：2017 年去杠杆以来，以 2018 年一大批 P2P 跑路为代表性事件，金融

行业走向了强干弱技的几千年以来老路，

民企及民营金融平台倒的倒，跑的跑，强如 WD，海 H，泛 H，乐视等，要么资产大甩卖以求

生，要么深陷爆雷丑闻，要么集团已灰飞烟灭，

当下环境，金融业唯有相信嫡系国家队（买信托尽量认准央企信托公司），才能穿越周期，

笑傲江湖。

房地产信托还有哪些产品对开发商放款?

文/房地产金融课堂

笔者按：受银保监要求信托机构压降融资类业务规模等新规的影响，地产融资类额度紧缺，

432 项目的直接融资类业务口径各家机构衡量了自家的额度后均不同程度地收窄。面对融资

类信托额度普遍不足的情况，目前信托机构纷纷转型通过真股或优先股产品的方式为开发商

提供融资（通常需要开发商限期交完土地款后信托机构方能介入放款）；或通过为非房主体

发放流贷的方式为开发商提供融资。国央企因受限于股权变动引起的上平台交易问题，信托

机构往往无法通过股权或优先股方式与国央企就地产项目进行融资合作，因此面对国央企的

融资需求，信托产品通常会通过永续债或区域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私募债的方式进行操作。

当然，目前亦有少数信托机构可发行股权收益权或特定资产收益权产品与开发商进行融资合

作。

一、股权或优先股投资产品（可置换土地款融资）

融资性信托规模压降等监管要求下，目前地产信托产品大多转为真股或优先股的投资类信托

模式。在今年年初亦有少部分信托公司可以在开发商交完土地保证金，在支付首笔土地款时，

以优先股模式同步介入进行土地款配资。但是目前受各地银保监监管要求，信托机构即便是

以优先股模式介入，亦要在开发商完成土地款的支付后，信托机构才能以优先股或股权方式

介入，并可以置换前期股东的投入或前期的土地款融资。以下以我们与信托机构合作的基本

操作方式举例说明：

1.信托机构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根据具体情况由西政财富与私行同步代销信托产品。

2.西政作为 GP 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集合信托计划认购合伙份额（备注：目前亦有信托

公司在资金投放时直接以信托计划持有项目公司股权，而不另行搭建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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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限合伙以受让股权或增资的方式取得平台公司（SPV）的股权。

4.平台公司全资设立或与其他方合作持股项目公司并将资金注入项目公司。

以上融资架构中有几个实操要点值得特别关注：

（1）关于信托优先股资金介入时点问题。受监管影响，目前信托资金得在开发商支付完毕

土地款后才能介入，因此开发商一般都需要先通过外部过渡性资金或集团调拨资金先行缴完

土地款。

（2）关于抵押担保问题。对于一些三四五线城市的项目，为解决股权投资类产品的风控短

板问题，一些信托公司通过债权债务确认函的方式来办理目标地块的后置抵押。若提供其他

抵押担保物的，信托机构一般仅接受住宅类资产，另外对在建工程抵押的认可度不高，而若

以商业地块抵押，则目前一般只能接受一线城市的商业资产，并且需考虑该商业资产的现金

流及运营状态。

（3）关于配资比例。一般按照土地款 60-65%进行配资，对于一二线城市好的区位配资能到

70%甚至更多。

（4）关于银行开发贷申请及置换的可能性问题。受银行贷款集中度“两道红线”监管要求

的影响，自从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额度收紧且客户准入要求提高后，大部分中小开发商已无法

在银行取得融资（因大部分银行都设置了客户准入的白名单），因此当前银行的授信对象原

则上都是挑选资质较好的客户（比如参考房企在克尔瑞的排名），对底层项目方面也更看重

区位、地段，但总体放款周期相对偏长。因此，信托以优先股方式介入亦会重点关注该融资

方以及项目后端获取开发贷的可能性。

（5）信托优先股与开发贷并存问题。融资方一般会重点关注银行开发贷进入时间和信托优

先股介入时间的接近度、银行开发贷放款前提条件是否与信托风控冲突，主要是涉及到抵押

物释放或者与开发贷并存的问题。一般来说，出于风控的考量，信托机构一般不接受与开发

贷并存，因此需要项目方先找一笔资金将信托资金置换出去并解除全部风控措施。如果涉及

到开发贷分批发放的情况，分批下放的开发贷资金则前期较难覆盖信托投入的资金，在信托

机构的角度，如果先行释放抵押物则势必导致中间风险敞口太大。当然，除非当地银行审批

开发贷不穿透核查或由信托机构指定的银行（比如信托产品的代销行）提供开发贷资金，则

存在开发贷与信托资金并存的沟通空间。

二、基于项目货值管理的股权投资

对于强主体开发商的项目（开发类或收并购类），若该项目尚未有其他融资，则部分信托机

构可基于项目货值以股权方式对项目进行投资。在交易主体及项目的选择方面，信托机构一

般优选前 30 强开发商住宅开发类或收并购类项目。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即信托计划通过

有限合伙投资于标的公司股权，其基本交易架构如上文提及的优先股。增信措施上，无需提

供土地抵押。投资收益根据融资方的综合实力及项目的情况一般在年化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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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投资系基于交易主体信用的股权投资，无土地抵押等强担保，因此对被投资项目的挑选

需要满足项目存续期间确保项目剩余货值与存续信托本金覆盖倍数不低于 1.4 的动态监管

要求，计算公式为：（总货值-已售货值-待投入资金+项目公司账上现金+已售未回款）*信

托持股比例/信托规模。此外，基于项目货值管理的股权投资类项目十分注重项目的投后管

理，并在合伙层面、SPV 公司层面以及项目公司层面均设置严格的投后管理要求。

三、国央企及优质房企的永续债/私募债或定向债投资

受限于国有资产股权转让等需上平台交易等问题，信托在与国央企的合作中一般较少通过优

先股模式进行操作。因此常见的信托机构对国央企的放款主要是通过永续债方式进行。永续

债系一种没有明确到期日，或期限非常长的债券，持有人在持有期间可以按期取得利息，但

不能要求清偿本金，其大致分为两种形式：（1）无约定到期日，但发行人有赎回权；（2）

约定到期日，但在每个到期日，发行人具有可以选择延长到期日的权利，如 2+N、3+N、5+N。

在永续债中，出于对投资人收益的保护，可设置“利率跳升条款”，即债券的利率可以随着

借款时间的增加而提升。比如在 3+N 的永续债中，若第 3年发行人不赎回，则债券票面利率

上升。每一重定价周期跳升基点通常为 3%左右（即 300BP）。由于永续债没有明确的到期日，

发行人可延迟付息还本而不算违约，，亦不会稀释老股东的股权，并在一定条件下永续债是

可记入所有者权益。目前一些信托机构通过投资永续债的方式对满足条件的项目进行投资。

基本融资要素如下：

1.融资主体：国央企或实力开发商。

2.发行规模：通常按照土地总价款（含契税）的 60%-70%计算；允许与开发贷并存，但退出

不得晚于开发贷。对于国央企发行的永续债其在资金用途上一般表述为补充运营资金。

3.融资期限：2+N 或 3+N，信托机构有权选择延长投资期限，并设置交易对手的赎回权。

4.设置利率跳升机制：若投资期延续，续期后利息随之调整，一般适用利率为调整前利率+3%。

5.增信担保措施：视交易主体实际情况，需提供相应的抵押物及集团的回购、担保、股权质

押等。

此外，在我们财富中心统计的目前发行的信托产品中，亦有不少信托机构通过发行信托产品

认购开发商在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的私募债或定向债的方式为开发商提供融资，资金最

终用于满足要求的地块的开发建设，担保措施方面则要求提供土地抵押、集团担保、股权质

押等。

四、非房主体流贷融资

受限于涉房额度紧缺问题，一些信托机构尝试通过开发商的非房主体作为借款主体，并向其

提供流动性资金贷款。当然，流贷的放款额度需与借款主体日常经营现金流相关，并需要进

行流动资金缺口测算（如果主体借款用途是置换其他流动资金贷款则不需要进行流动资金缺

口测算），同时该非房主体还需要满足其他指标测算，另外在增信上仍需提供住宅地块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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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该模式对于开发商而言，一方面占用其非房主体，另外实际融资项目亦需提供担保，

在方案选择上往往不具备优势。

五、特定资产收益权/项目收益权

在我们财富中心统计的信托产品发行情况中，亦有大量的特定资产收益权/项目收益权产品

存在，收益权作为金融行业创设的衍生品，在操作模式上，一般以该收益权对应的底层资产

作为抵押/质押担保，并由融资方或其关联方回购作为基本的交易模式。资金用途上一般表

述为用于向开发商支付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价款，并通过开发商指定主体回购项目特定资产

收益权实现信托资金的退出，开发商则将取得的转让价款用于项目的开发建设。另外，上述

产品对于交易对手不愿意增加有息负债（不纳入人行征信系统）、规避交易税费（避免资产

转让的税费）、实现交易便捷性（如股权收益权类不用过户股权）等具备一定的操作优势。

在放款方面则一般会进行如下放款条件的设置：

1.办理完毕开发商所属集团为融资溢价回购特定资产收益权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相关

手续，签署完毕相关协议，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

2.办理完毕实际控制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相关手续，签署完毕相关协议，并由其配偶书面确

认；

3.办理完毕融资方名下资产的抵押手续，并经融资方股东会决议通过；

4.对本项目交易文件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手续；

5.抵押物若存在第一承租人的，需由该第一承租人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无条件配合信托机

构处置抵押物的书面文件；

6.融资人就本次融资事宜已召开股东会，并出具股东会决议；

7.提供对应本项目盖章版可研报告，总投金额与尽调相符。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51 岁创业，靠液体皂赚得 155 亿身价：徐传化

文/慕小幕

浙江从古至今被称为“丝绸之府”和“鱼米之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浙江诞生了许多

优秀的企业家。比较出名的就是马云、宗庆后和钟睒睒，根据最新的福布斯排行榜，钟睒睒

已经成为了我国的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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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主角也是一位浙江人，他出生浙江萧山的一个小农村，上完学后一直忙于干农活，

中年时期他靠 4000 元种树苗赚来了 10 万元。50 岁工作工厂倒闭，树苗囤积过多砸在手里，

小儿子患上贫血症，不仅将自己的积蓄一扫而空，还负债 2.6 万。

51 岁，他创立了自己的工厂，开始卖液体皂。用 2000 元买来秘方，此后生意飞速发展，做

到了公司营收就超过 200 亿，而如今根据福布斯排行榜他的身价达到 155 亿元。

他就是传化集团的创始人——徐传化。从农村穷小子到百亿富豪，从肥皂小厂到上市公司，

他到底凭啥？

01

1935 年，他出生于他出生浙江萧山的农村家庭里。在他的身上，从小就有一股敢想敢做的

企业家素质，他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是村里第一个装电灯、电话的，第一个买自行车、

摩托车、汽车的，也是村里第一个盖楼房的人。

因为在山区的农村里，他很早就不上学了，除了每天在地里干农活，他还靠拉大板车赚点小

钱，这也练就了他口语交际能力。不久后，他被当地磷肥厂看中，做了一名销售员，每个月

拥有 40 块的工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了邻村的一个人苗木赚了很多钱，于是就去向他学习。受到苗木到

户的指点后，他在村子里面就种植苗木，2年的时间他就赚到 2 万多，还为自己建起了楼房，

也成为了第一个建楼房的人。

02

好景不长啊，1985 年他迎来自己人生最大的低谷。首先他工作的磷肥厂倒闭；其次因为囤

了很多苗木，导致价格暴跌，也没有卖出去；最后自己的小儿子还患上了溶血性贫血症。

面对这些困难，不仅他的积蓄被一扫而空，还欠了外债 2.6 万元。好在自己的儿子病情得到

稳定，工作没有希望的他只能选择另一条路，开始创业。

而创业的方向，来源于一次与朋友偶然的聊天，让他了解到液体肥皂在市场上非常好卖。回

家后，经过几天与儿子的商量，与亲戚朋友借来 2000 元，在 1986 年创立了一家手工作坊，

主营液体洗涤剂。这就是传化集团的前身。

工厂初期，没有反应锅就用水缸代替，没有锅炉就铁锅加柴火的代替，没有搅拌机就用人工

代替。原材料都有了，儿子就请来了一位只能在星期天才能帮他们工厂的工程师。

在这位工程师的帮助下，到 1986 年 12 月，他们做出了第一桶液体肥皂。之后的日子里，他

就在村子里大力出宣传自己的液体肥皂，很快他的液体肥皂受到了村民的喜欢，每天能卖

20 桶，一桶差不多有 6 块钱的利润，一天就能赚 120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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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这位工程师之所以只能在星期日来工厂帮忙，是因为周一到周六他都要上班。工程师每次做

液体肥皂，他的儿子都在旁边仔细观察，发现每次这位工程师都会掏出一个神秘小包，倒入

搅拌缸后，液体肥皂很快就变得又黏又稠。

随着市场不断扩大，想要大量生产液体肥皂，就必须知道这种秘方。无奈之下，他就花了

2000 元买了一些这种粉末，经过化验之后，发现这就是普通的盐。

解决了秘方的问题后，他马上大批量生产液体肥皂。到 1987 年，他与 600 多个供销社达成

合作，年销量高达 200 吨，利润有 3 万多，不仅还掉了外债，还有了点小财产。

04

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他们发现洗涤剂才是市场的销量王。通过这次谈话，他们父子俩决心

要开发去污能力强的洗涤剂，研发自己的产品。

虽然儿子只有高中学历，他还是负责产品的研发。儿子并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经过千百次

的实验，研制出了“901 去油灵”。产品一推出市场，就赢得市场的好评，使传化从一个普

通小企业逐渐走上了做强做大之路。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传化集团现有 14000 多名员工，化工、物流、农业、科技城、投资五

大事业板块，横跨一、二、三产业。集团有“传化智联”“新安股份”两家上市公司以及八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务覆盖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名列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在 2019 年，他以 170 亿人民币的身家登上 2019 福布斯富豪榜。

他从务农少年到百亿富豪，徐传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成功，离不开自己敢于做第

一人、敢于探索新事物、敢于创新。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不断努力、不断探索、

敢于创新，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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