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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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信·光禄·优债 1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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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享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中粮信托 7.5 1.71

江苏省淮安

市金湖县

淮安市金湖交通

投资有限公司

百川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二期） 中海信托 7.5 2
河南省开封

市

河南省新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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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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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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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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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融 7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XX 信托 7.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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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信沪盈2021-1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B）
财信信托 8.35 2

陕西省渭南

市韩城市

龙门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丹昇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国元信托 7.4 2

江苏省镇江

市丹阳市

丹阳市丹昇农副

产品发展有限公

司

恒信国兴 524号-璟嘉 7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B 类第 1 期）
五矿信托 7.65 1.5

湖南省湘潭

市雨湖区

湘潭城乡建设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百瑞宝盈 88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重庆巴南）-第 6期-06 号
百瑞信托 7.5 1.38

重庆市巴南

区

贵州梁汇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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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两个月后，湘潭九华经建投公司披露 2020 年财报，7.48 亿债务违约，涉及两家信托公

司。湘潭九华经建投公司的经营常年在国企违约预警线（-40 分）下方徘徊，2020 年已跌历

史最低，诉讼风险骤然提升。从辨伪报告看，企业的资金常年被股东大规模调拨转移，2018

年以前存在虚增利润、收入和资产的现象。城投违约，更多看的是政府平台实力，湘潭市是

湖南省辖地级市，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国家自主

示范区核心成员，拥有湘潭高新区、湘潭经开区两个国家级园区和湘潭综合保税区。2020

年湘潭市 GDP 为 2343.10 亿元，位居湖南省 14 个地区中第七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6.17

亿元，位居第八位，湘潭市财政实力在湖南省属中等水平。

本周（2021.07.05-2021.07.11）新产品“诚享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投资于淮安

市金湖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收益债券。债务人淮安市金湖交通投资有

限公司，担保人金湖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 万以上预期收益率为 7.5%。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淮安市金湖县县级重要平台项目，平台风险较低。

2、项目的债务人淮安市金湖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目前债券存量规模 12

亿元，其中私募债 4亿，普通企业债 8亿。授信总额度 21.82 亿，未使用额度 3.27 亿。

3、项目拥有淮安市金湖县另外一个重要城投平台金湖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做

担保增信，担保方信用评级为 AA。

4、金湖县共有 3 家城投平台，其均为 AA 重要平台公司。截止目前均未出现负面舆情。

5、淮安市 7 个地区中金湖县财政实力排位较后，如下表 1：

表 1：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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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区 616.1 1 清江浦区 30.19

2 清江浦区 580 2 淮安区 26.66

3 涟水县 554.05 3 淮阴区 25.57

4 淮阴区 549.76 4 涟水县 23.98

5 盱眙县 435.32 5 金湖县 23.54

6 洪泽区 343.65 6 洪泽区 20.3

7 金湖县 337.03 7 盱眙县 19.29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0年的金湖县GDP为 337.03亿，在淮安市排名第七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0年为23.54

亿，在全市排名第五位，实力在全市属于一般水平。该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6.13 亿，有息

债务 25.22 亿，债务负担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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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该项目的风险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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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07.05-2021.07.11）共有 298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标品信托产品

成立数量 166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32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96 款，其中

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78 款，投向金融领域 142 款，工商企业领域 20 款，基础产业领域 55

款。本周共计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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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标品

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6%。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06%，房地

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23%，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11%，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

均收益率为 7.16%。本周共有 135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83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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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5-2021.07.11）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 32 款，较上期增加 6 款，发行规模为 38.17 亿元，较上期增加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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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较上期下调了 1.71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

子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3.98 亿元，较上期减少 2.98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5 款，较

上期增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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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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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较上期上调 0.07 个百分点；平均托管费率为 0.05%，较上期上调 0.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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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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22

款，混合类的有 5款，权益类的有 5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有 5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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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5.26%，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4%，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0%，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

较基准为 12.73%。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12款，其中固收类的 12 款；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13 款，其中固

收类的 10 款，混合类的 3 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5 款，其中权益类的 3款，商品及金

融衍生品类的 2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7款，其中混合类的 2款，权益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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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5-2021.07.11）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625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9.29%。共 223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有 427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备案，较上周减少 9 家。本周私募证券八大策略收益与上周相比全部下跌，震荡局

势非常明显。其中以股票策略产品收益下降 4.15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收益跌至 0.36%。而

事件驱动策略虽然也下降了 2.76 个百分点，但仍维持首位。管理期货策略近一个月收益则

依然是各大策略中唯一的负值，其收益区间为-45.17%到 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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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只产品。其中私募股权类

基金备案 93 只，创业类基金备案 76 只。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65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764.160 亿人民币，环比略有上升，增长 1.62%。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如何判断信托经理在推介产品时是否合规？

文/东莞信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推动一个

行业稳健发展的动力之源，文化约束着一个行业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信

托文化”是信托公司转型发展的源动力，而信托文化的核心在于“受托人责任”。

信托行业因其私募特性，并不为大众所熟悉。为了让投资者了解更多信托知识，东莞信托从

中国信托业协会和中国银行保险报联合编制的《信托知识百问百答》中，精选出知识点，形

成不同主题内容合集，旨在普及金融智慧，践行投资者教育责任。

本期为信托知识精选第三十五期，主要为大家普及信托行业有哪些政策可以保护信托消费

者，以及信托经理在推介产品时哪些行为不合规。

本期关键词：产品推介、适当性原则、重大政策

1.当前信托行业，在宣传、推介信托产品等方面对信托从业人员进行了哪些行为规范？

答：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制定的《信托从业人员管理自律公约》的规定，信托从业人员在宣

传、推介信托产品时，需要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原则，不能欺诈或者误导投资者购买与其风险

承担能力不匹配的信托产品，不能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低于产品风险等级的投资

者销售信托产品，也不能向投资者作出不当承诺或保证，例如保本保收益等。

信托从业人员需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金融服务收费的各项规定，不能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或提

高收费标准。从业人员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不得利用职

务和工作之便谋取其他非法利益或进行利益输送，损害委托人和受益人、所在机构或者他人

的合法权益。

信托从业人员不得接受贿赂或实施贿赂，不得从事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不正当交易行为。

2.信托行业近两年有没有经营层面的重大政策出台？对信托消费者购买信托产品有影响

吗？

答：有，近两年出台的重要政策主要有两部，一是在 2018 年 4 月由央行、银保监会、证监

会、外汇管理局共同颁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对资产管理机

构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展业要求；

另一部是在 2020 年 5 月银保监会制定的《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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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信托公司主营的资金信托业务制定了相关规范细则。

两份文件对于信托行业都有着重要影响，主要目的在于推动行业转型发展，让信托公司能够

更好地服务信托消费者，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未来，信托公司开展业务会更加规范，管理水平也会不断提升，信托消费者购买产品面临的

风险会更低。

内卷时代，如何利用家族信托实现教育传承？

文/西部信托

最近，网络上出现一个热门词汇叫做“鸡娃”指的是父母为了孩子能读好书、考出好成绩，

付出高昂的金钱与时间成本，陷入近乎狂热的补习教育，用打鸡血的方式养娃。“父母之爱

子，则为之计深远”，教育永远是中国家长不可或缺的话题，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家

庭为子女教育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

家族信托机制激发内驱力

2013 年 5 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披露其 2012 年的财产申报单，奥巴马夫妇为自己的两位

“千金”设立了 4 个教育储蓄账户，每一个储蓄账户中的存钱就达到 5 万至 10 万美元。其

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造就了不少“先富裕”起来的高净值家庭，富裕人群对

孩子，无一不是精心栽培，除了大手笔的教育支出外，在教养态度和子女教育规划上，他们

也绝对称得上是尽心尽力。

但同时，强制“鸡娃”往往很难奏效，激发下一代的内生驱动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很多

高净值人士都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来对子女各个阶段的教育规划安排，同时对子女正向行为进

行激励和肯定。香港著名歌星梅艳芳生前并无子女，但她在自己的家族信托中，为自己的侄

子侄女提供了充足的教育资金。

在家族信托条款中，诸如“子女考入 XX 商学院才可以进入家族信托受益人名单”、“子女

在获得了学士、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后分别可以领取一笔家族学业奖金”之类的条件激励也

相当普遍，家族信托通过类似“设定条件-达成目标-触发奖励”的机制，让受益人每完成一

个小目标就能迅速获得良好的正向反馈，良性循环，以此激发下一代的内驱力，引导他们不

断提升自己完成新的挑战。

家族信托实现“传承有道”

对于很多“富二代”、“富三代”继承者来说，家族信托远胜过资产直接给予的方式，它既

能用法律的语言体现人的意志，又能以法律的框架克服人的弱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富不

过三代”，这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拥有极其丰富的现实案例作为支撑的经验总结。财富和

资源在代际传承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损耗甚至可能消失殆尽，下一代既需要具备持有财富的能

力，也需要拥有继续创造财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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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效设立家族信托，家族信托的信托财产将区别于委托人的个人财产、企业财产、夫妻

共同财产以及委托人的遗产，同时还与受托人（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以及受托人管理的其

他信托财产相区别。通过这样的法律安排，将个人和家庭财富剥离出来，保证了信托财产不

会因为委托人、受益人未来可能发生的婚姻、债务甚至是人身风险受到波及，也不会被受托

人的经营情况所影响，确保了“有富可传”。

与此同时，再通过设置规则和条款，定期或按照一定条件进行分配，通过家族信托个性化安

排，把家族对下一代的要求通过合理的架构进行规划设计，形成家族对后代正向引导和激励

的一种制度和机制，引导继承人不断发挥自身潜能，攀登学术巅峰以及创业积累等，从而避

免继承人因为一次性收获巨额的财富而大肆挥霍，给子女未来的人生保驾护航，真正做到“传

承有道”。

通过家族信托，能有效将亲情纽带具象化，通过个性化的结构安排实现情感与财富的传递，

激励子女的教育、工作、生活，从而使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双重传递，引导家族成员

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创业三败后，打造出机械行业帝国：梁稳根

文/Magic 依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经济发展飞快。湖南作为我国重要的工、农、商业基地，诞生了

许多优秀的企业家，例如爱尔眼科的陈邦、快手创始人宿华、迈瑞创始人徐航等。

在湖南涟源市，有这么一位百亿富豪，他岁放弃自己的铁饭碗，从卖羊开始，创业三次失败

三次，最后靠卖工程器械打造出一个市值 2216 亿元的机械行业帝国。

他就是三一重工的创始人——梁稳根。根据《2021 中国富豪 500 排行榜》，他的身价达到

了 744.8 亿元。从卖羊仔到身价 744.8 亿，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出生平凡，经过努力获得稳定工作

1956 年，他出生于湖南涟源市茅塘镇的一个小山村里，家里有 7 个孩子，他排行老四。因

为家境贫寒，他从 6 岁开始就学会了编竹席、编竹篮等简单的手活，通过变卖这些东西换点

粮食。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放学后，他一写完作业就和父亲一起编竹席和竹篮。虽然他从小

不爱说话，但他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成绩都是班上的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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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因为没有资格上大学就被迫回到村里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到 1978 年高考恢复，

他用两年的时间成功考上了中南矿业学院。毕业后，他成功分配到一家兵器工业 部机械厂

工作。

到了工厂，他就努力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几年后，他成功升任这个工厂的副主任。

二、薪资不高，选择创业

到了 1980 年以后，虽然当上了副主任，但是出去给父母寄的钱之后，就没剩多少了。经过

几年的思考，为了更好地生活，他决定创业。

1986 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开始创业。第一次是卖羊，因为没有

调查清楚市场，赔了一大半，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创业和第三次创业分别是做酒和做玻

璃纤维，都以失败告终。

经历三次失败后，他决定开始做关于自己的专业金属材料，经过调查，他发现焊接材料有着

不错的市场行情。

他与他的 3个朋友凑了 6万块，创立了涟源市茅塘焊接材料厂，主要开发有色金属的焊料。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再加上自己恩师的帮助，终于生产出 105 铜基焊料。而他也挣了自己人

生的第一桶金，8000 元的货款。

三、信心倍增，打造上市公司

收到货款后，他们四人信心大增。而在这时，他们就开始思考公司的发展方向，最终选择了

重工制造领域，开始研制混凝土输送泵等机械产品。

通过不断学习国外企业的管理方式，他的厂子发展蒸蒸日上，1989 年就实现了工厂营收 1000

万元；1993 年，产值突破了 1亿元。

从 1993 年到 2003 年期间，他不仅接受到青藏铁路、南水北调、京珠高速公路等国内大型工

厂，还成为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翘楚。2003 年，三一集团成功上市。

如今，三一集团早已改名为三一重工，并成为了世界 500 强企业，他公司生产的混凝土输送

泵更是出口到了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彻底打破了外资品牌垄断我国工程机械市场的格

局。

结语

梁稳根从一名国企人员到三一重工的企业管理人，可以说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有了梦想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我们才能继续努力。只有像梁稳根

这样，哪怕一直失败，也要不抛弃不放弃，我们的梦想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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