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净值理财产品精选

用益信托理财周刊
2021 年 08/02-08/08

第 242 期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www.usetrust.com

白手起家打造百亿商业帝国：林梧桐

哪种信托产品好？2021 安全风险小的信托产品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目录 CONTENTS
产品动态 PRODUCTNEWS...........................................................1

每周高净值理财产品精选.............................................................................1

产品点评与配置建议.....................................................................................2

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3

信托市场评述.................................................................................................3

资管市场评述.................................................................................................3

私募市场评述.................................................................................................4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5

股权投资这么好，你知道的却那么少？.....................................................5

哪种信托产品好？2021 安全风险小的信托产品...................................... 8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9

白手起家打造百亿商业帝国：林梧桐.........................................................9

关于用益...........................................................................................13

声明...................................................................................................13

联系人...............................................................................................13

主办：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主编：李旸

执行主编：杨桃

编辑：覃金鸿 姜玉妍 张施 喻智 杨桃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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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优债41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 期）
光大信托 7.3 2

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

泉工业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诚享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8

期）
中粮信托 7.45 1.66

四川省成都

市青白江区

成都凯利捷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密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类）
国元信托 7.8 2

山东省潍坊

市高密市

高密市国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锐银 2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JG 信托 7.3 2

陕西省西安

市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

河新城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GX·优债39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十一期）
光大信托 7.53 2

湖南省醴陵

市经济开发

区

醴陵滨城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

公司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C

类）

国元信托 7.8 2
山东省济宁

市任城区

济宁市市中区城建

投资有限公司

湘财进 2021-4 号项目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E）
财信信托 8.15 2

湖南省湘潭

市

湘潭高铁北站商务

区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GY·粤来越好 1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2 期）
光大信托 7.9 1

广东省惠州

市

龙光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安泉 620号(佳兆业洛阳 2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一期）
中建投信托 7.75 2

河南省洛阳

市伊滨区

华耀城(洛阳)实业

有限公司

锦星财富 15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首个募集期第六十二个销售期）
北京信托 8.4 2

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区

上海录润置业有限

公司/深圳市益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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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2-2021.08.08）新产品“锐银 2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金用于

受让泾河建设持有的泾河市政 100%的股权收益权。泾河建设将取得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

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采购支出等。融资方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泾河建设对赌项下支付义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出具内部相关担保决议。项目期限 24 个月，预期收益率范围

在 7.2%至 7.4%之间。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陕西省西安市市级重要平台项目，行政等级中等，平台风险较低。

2、项目的融资方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

规模 33.40 亿，其中私募债 25.00 亿；授信额度 233.65 亿，未使用额度 72.15 亿。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59.49 亿，长期有息债务 121.56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另外一家重要平台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做担保增信。秦汉建设主体评级 AA，目前债券存量规模 10 亿，其中私募债 4.4 亿；授信额

度总额 289 亿，未使用额度 51.45 亿。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74.31 亿，

长期有息债务 124.23 亿。

4、西安市是陕西省省会城市，在陕西省 10 个地区中财政实力位于首位，如下表 1：

表 1：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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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 10020.39 1 西安市 724.14

2 榆林市 4089.66 2 榆林市 406.24

3 宝鸡市 2276.95 3 延安市 163.84

4 咸阳市 2204.81 4 咸阳市 90.73

5 渭南市 1866.27 5 宝鸡市 88.93

6 延安市 1601.48 6 渭南市 76.03

7 汉中市 1593.4 7 汉中市 49.18

8 安康市 1088.78 8 安康市 28.37

9 商洛市 739.46 9 铜川市 25.01

10 铜川市 381.75 10 商洛市 20.85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0 年的西安市 GDP 为 10020.39 亿，在陕西省 10 个地区排名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0 年为 724.14 亿，在陕西省 10 个地区排名第一位，财政实力强。但，值得注意注意的

是，西安市 2020 年的债务率 142.11%，远高于其他 9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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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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2-2021.08.08）共有 301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52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49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72 款，

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62 款，投向金融领域 117 款，工商企业领域 19 款，基础产业领域

71 款。本周共计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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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标

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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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01%，基础产业类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 7.09%。本周共有 121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71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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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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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2-2021.08.08）券商资管产品发行 21

款，较上期减少 3 款，发行规模为 28.45 亿元，较上期减少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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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较上期上调了 1.58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子公

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规模为 3.04 亿元，较上期增加 1.48 亿元，产品发行数量 3 款，较上期

增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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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78%，较上期上调 0.10 个

百分点；平均托管费率为 0.03%，较上期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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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9

款，混合类的有 8款，权益类的有 2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有 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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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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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5.3%，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6.3%，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

基准为 16.4%。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4 款，其中固收类的 4款；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9款，其中固收

类的 5 款，混合类的 4 款；R4 风险等级产品有 8 款，其中混合类的 4 款，权益类的 1

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3款；R5风险等级产品有 3款，其中权益类的 1款，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类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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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2-2021.08.08）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658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11.08%。共 303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有 411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备案，较上周增加 69 家。本周私募证券八大策略中除了管理期货外，其他策略

的近一个月收益与上周相比均出现下降，以事件驱动策略和股票策略下降幅度最为显著，分

别下降 2.22 和 1.78 个百分点，两大策略的近一个月收益均跌为负值。另外复合策略本周收

益也同样跌为负值，而管理期货策略本周则出现翻红，增长 1.51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收益

达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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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只产品，环比下降22.22%。

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63 只，创业类基金备案 70 只。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

购事件共 147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351.93 亿人民币，环比上升 27.41%。本周 VC/PE 市场发

生案例数量，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医疗健康、IT、半导体三大领域。从披露金额上看，同

样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半导体和 IT 三大领域融资金额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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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股权投资这么好，你知道的却那么少？

文/投资圈那些事儿

做一笔成功的股权投资，其实并不比找一份好工作、找一个好对象难。

在中国，如果你有车有房有保障，工作稳定有存款 ，那么恭喜你已经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

列。那中产阶级如何配置资产、保值增值呢？存银行？炒房产？买股票，还是做理财？ 选

择那么多，到底应该怎么做资产配置呢？

2016 年两会特别提到了一种的投资方式——股权投资，并且对于股权投资行业还带来了一

系列的利好政策：1、鼓励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 2、引导股权投资基金良性发展。在社会巨

变、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我们已经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浩瀚辽阔的股权市场时代。随着“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的推进，股权市场即将全面爆发能量。

朋友圈也开始刷爆一句话——“未来五年人无股权不富！”那么什么是股权投资呢？

什么是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通俗讲：投资人通过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份）获得收益。股权投资基金 （投资

准备上市、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

原始股——原始股票是指在公司申请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原始股”

一向是盈利和发财的代名词。原始股票的购买机会是十分有限的，购买者多为与公司有关的

内部投资者、公司有限的私募对象、专业的风险资金以及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他们投资的

目的多为等待公司上市后出售手中的原始股票，套取现金，获取投资的高回报。通常这一周

期要在一至三年左右，原始股票的利润是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投资者若购得千股，日

后上市，涨至数十元，可发一笔小财，若是资金实力雄厚，购得数万股，数十万股，日后上

市，利润便是数以百万计了。这便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桶金。

如何获得收益？

1、通过企业上市可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高额回报，很多成功人士就是从中得到第一桶金。

投资人买卖股票，是买卖已经上市 IPO 了的公司股票，股票市场叫做二级市场，任何的普通

投资人都能买。股权投资叫做一级市场，即在公司还未上市前投资其股份，此时公司股票还

不能自由流通，普通投资人一般没有渠道购买。且这时公司股票价格低，投资成本少，投资

该公司等到其上市后能赚取更多的钱。

2、通过分红取得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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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担心投资原始股是否一定上市才能赚钱获利，其实上市只是公司资本证券化，原始股

的变性的方法,基本上只要公司体制好，年年获利，就算不上市，投资者仍然享有每年的高

额分红获利。

获取收益的途径有哪些？

投资公司上市了 IPO 套现：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未来战略新兴版

并购：所投资公司被同行业其他公司收购（如打车公司“滴滴打车”之前收购“快的打车”

“携程网”收购“去哪儿”等等）

股权转让：股权投资是分早期后期的，一般分成天使轮、A、B、C、D 轮等等，投资早期天

使轮或 A 轮、B轮，那可以转让给后面 C、D轮，不等公司上市提前退出从而获得收益。

回购：有些投资项目因为业绩或战略考量，会进行回购，比如我们投资某公司 X 万股权，到

约定时间会被该公司以 X+S 万加价回购。

私募股权和股票型私募的重点区别

1、年限、收益：一般股票私募基金封闭期半年或一年；股权私募基金封闭期有三年、五年、

七年甚至更长，比如：投资界有名的投资人—徐新（一姐）募集了一个 28 亿美元（182 亿

RMB）做 22 年的基金，非常厉害。年限长是因为股权投资投的是企业创业初期，企业成长是

需要时间的，企业成长一般需要三五年。

投资人做股权投资是长期价值投资，在这一点要明确个人需求。长期价值容易赚到大钱，但

也不是谁都合适。

2、资金使用途径：股票私募基金是直接投资到股票市场，赢亏都在账面上看得清楚；而股

权私募基金是把钱投到某公司发展中去，实际收益要到退出时才有明确数额。所以股权投资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一般人没能力做，做了也难以得到投资人及市场的信任。必须是专业能

力、资源、人脉很强的团队操刀才能大概率赚大钱。

股权投资的优势？

就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交易所市场已基本形成，并完成与那个阶段相

适应的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改进完善交易所市场制度和开创建设场外资本市

场体系的双重任务。而对于未来的变化趋势和方向，我们要特别关注股权市场的发展：股权

投资者可能成为未来最大赢家。

1.股权投资是布局未来的最佳方式。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转折时代，投资传统领域、主流行业和大型企业，极有可能产

生负面效应，甚至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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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义就曾经说过，越是迷茫，越要向远看。在 1990-2010 年日本“失落的 20 年”期间，

孙正义选择了中国，但不是办企业，也不是投资交易所市场，而是投资马云那个当时令人难

以置信的阿里故事。2000 年他以 2000 万美元投资，到 2015 年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市值达

到 588 亿美元，涨幅 2900 倍，一跃成为日本首富。我特别赞佩孙正义开创的“30 年愿景”

投资方式，不用说 30 年，即使站在未来 10 年看现在，寻找 10 年后的最牛公司现在进行股

权投资，一定是面向未来的最佳布局。

2.股权投资具有非常广阔的选择空间。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很快，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成立至今已有 25 年多时间，共有 2828 家公

司在交易所上市。但是，上市公司数量仍然偏少，而且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加上投资者的

同步化倾向，经常导致股价暴涨暴跌，绝大多数投资者均以告亏了结。

但在交易所之外，中国有 5000 多万家中小企业，特别是企业商事注册制度改革之后，每年

新增企业近千万，股权投资选择宽广无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股权投资实际上是在分享企

业家的智慧和成果。企业家是一国的最稀缺资源，能够发现普通人看不见的机会并通过组织

管理变成财富。如果通过股权投资找到了企业家，我们就能伴随企业家巨人一起成长。

3.股权投资比买卖股票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

交易所市场的运行机理是把企业在价值上进行标准化股份切割，以供投资买卖股票。投资人

交易股票是按照公司的整体价值甚至未来价值进行的。公司上市过程需要大量成本投入，交

易股票也必须是按结果全部支付，这两者必然导致极高的成本。但股权的本质是原始股，没

有包装，也不需要进行股份切割，更没有公开交易进行边际定价，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4.股权投资比买卖股票受外部环境影响相对小。

严格意义上说，股权投资读懂企业就行了，而买卖股票要随时关注、跟踪外部特别是宏观政

策变化。前不久一项熔断机制，仅 4 天时间市值就损失了 7万多亿。作为投资个体，对这种

外部情况的变化导致的投资损失防不胜防。

5.股权投资的核心要素是团队、机制和行业位次。

一般性投资关注利率和回报率。买卖股票除了宏观环境之外，关注的重点是市盈率和企业的

财务状况。我认为股权投资的第一要素是企业团队。柯林斯在研究世界 500 强之后曾提出一

个“先人后事”和“第五级经理人”概念，表明人，特别是卓越的人是关键。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哪种信托产品好？2021 安全风险小的信托产品

文/腾讯网

目前信托产品收益在 7%左右，按信托常见门槛 100 万来计算，投资一年的收益为 7 万，相

对于定期收益，利润相当可观。购买信托产品投资利益虽然可观，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最

大的风险并不是没有收益，而是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纵观信托历史，无法兑现也时有发生，

一旦出现无法兑现，投资者的损失并不是一星半点，用“血本无归”来形容也不为过。

那么信托产品真的就不安全了吗？

其实不然，相反信托是一种比较稳固的定期高收益方式，为什么这么说？

信托公司来讲：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中有半数拥有央企和国企背景，另外还有金融机构背景，

地方政府背景，民营企业背景。从信托公司的背景不难看出，能成为信托公司“背景”需足

够强大。信托公司实力都非常强劲，各信托公司销售的信托产品，虽然不能说 100%完全，

但基本的安全保障还是有的。

投资者来讲：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2021 年二季度信托投资人数净增 7.92 万个，增涨 9.78%。

2021 二季度信托产品存量投资者数量为 88.87 万个，已经是连续五个季度高速增涨。信托

产品之所被这么多投资者青睐，不仅仅是因为信托产品收益高，最重要的对信托产品的信任，

及对信托产品安全有着充分的信心。

资产规模来讲：2021 年自然人投资规模为 3.60 万亿元，金融机构投资规模 6.6 万亿元，非

金融企业投资规模为 2.50 万亿元，其三者投资资产规模就高达 12.7 万亿。之所以能有如此

大的资产规模，其安全是基本前提。

信托产品来讲：如果前三种说法只能佐证信托产品相对安全，并不能直观的体现，那么可以

从信托产品本身来了解。据相关资料显示单论信托产品“暴雷”几率很大，不足 0.01%。

当然面对去年五家信托公司不断暴雷，信托产品的安全受到很大冲击。从几家公司暴雷发布

的原因来看，主要为经营不善，存在违规操作，导致很大的资金缺口，面对当时大环境背景，

暴雷似乎不可避免。

虽然有信托公司暴雷事件，但也有发展比较好的信托公司，比如：中信信托，建信信托，华

润信托，五矿信托，中融信托，交银信托，光大信托，华能信托，上海信托，中航信托等。

2021 发展势头强劲，其中三家公司资产规模超过万亿级规模。

问：那到底哪种信托产品比较好呢？

答：政信合作类信托产品是非常好的理财产品。

为何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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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信类信托产品，从本质上来讲，属于低风险范畴，指的是信托公司与各级政府及其下属企

业共同合作，通过单一或集合的形式发行信托产品来接受或募集资金，并将资金运用到以基

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各类政府项目之中以获取收益。为保障收益的有效实现，政府及其下属企

业会以自身能力为基础提供一定的信用增级措施。

政信类信托产品募集社会投资者的资金，将资金运用到社会民生工程中去，这本身是一种金

融创新，建立了一种直接融资方式。针对社会资金解决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形成

社会公众和政府间的合作互动，调配经济资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来扩展融资

渠道，解决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短期资金不足问题。

当然，在政信类信托业务中对目标地方政府及其下属企业的展业评估上，信托公司需要建立

一套有效的分析模型和风控措施--主要是对融资对象要有基本评估，如下：

（1）当地财政总收入和一般本级财政收入，以及未来财政收入的增幅情况；

（2）当地财政的总负债规模和负债率；

（3）平台公司的资产规模、资产质量、收支状况和现金流量等；

（4）所投项目的综合经济效益和主要还款来源安排等方面形成有效判断。信托公司内部要

有一套好的评价体系，以确定交易对手的融资规模和期限，以及未来还款的现金流安排，基

于此来设计交易结构，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有效的理财产品。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白手起家打造百亿商业帝国：林梧桐

文/冯仑风马牛

对于中国人来说，马来西亚的华人富豪，大家可能更熟悉郭鹤年，但其实还有更传奇的华商，

那就是林梧桐。

19 岁那年，林梧桐从福建只身前往马来西亚谋求生计，后白手起家创立云顶集团。经过几

十年的苦心经营，林梧桐打造出了一个总资产超过 220 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其本人也以 43

亿美元的财富排在 2007 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 204 位。

在自传中，林梧桐写道：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也有人说，英雄造时势。对我来说，重要的

是，不管是战争或和平时期，都能够掌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加以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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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与新加坡的重建，给我带来了第一个突破的商机。在发展云顶的漫长岁月中，我曾多

次身历险境，几乎丢了性命。很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逢凶化吉，逃过劫数。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评价说：林梧桐从未向困境低头，他一向以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坚

韧不拔的毅力，面对挑战，使他成功地建立了千秋大业。

1

1918 年，林梧桐生于福建安溪。16 岁那年，林梧桐的父亲去世，身为家中最大男丁的他，

被迫辍学，挑起养活一家的重任。

因为父亲生前是做菜种生意，林梧桐就从卖菜种开始。当时，他向亲友借了 2 元钱作为购

买菜种的本钱，苦干两年后赚到了 100 多元，还清父亲生前欠下的 72 元债务。

19 岁那年，日本入侵中国，林梧桐决定下南洋，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闯荡。临行前夕，

母亲再三叮嘱林梧桐：人在异乡，凡事都要容忍，不能与人发生争执，更不可与人动武。任

何事情一旦动起武来，无论谁输谁赢，大家都吃亏。

多年后，林梧桐回忆，「倘若我当时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肯定赶不上日军实施出入管制

前最后一艘离开厦门的船，从而永远扎根中国了，那我一生的际遇也肯定会完全不同。」

来到马来西亚后，林梧桐决定重新振作起来，好好奋斗一番。起初，他开始当木匠，同时学

习建筑，干些粗活儿。1942 年，日军又攻陷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日军统治时期，林梧桐

种过菜，做过茶叶、万金油等小生意。后来又做起了废铁和五金买卖的生意。

日军投降后，马来西亚重建，林梧桐抓住机会大展身手。当时参与重建的英军带了大批的最

新机械到马来西亚，如起重机、推泥机、混凝土搅拌机等，工程结束后，这些机械被以招标

的方式出售给民间。林梧桐抓住商机，四处奔走投标，买进不少旧机械，翻新后以两三倍的

价格转卖。因时逢战时，废弃的锡矿和橡胶园纷纷重新开张，对重型机械需求趋旺，生意好

得出奇。赚到第一桶金后，林梧桐又接连投资开采铁矿和锡矿，并建立了承基铁船公司，打

破了西方人垄断马来西亚铁船业的局面。

上世纪 50 年代初，林梧桐又成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建发有限公司，后因完成了一项连

著名英国公司都知难而退的挑战性工程而成为 A 级承包商。此后，林梧桐因承包开发了马

来西亚建筑史上著名的亚依淡水坝工程，跃升为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建筑承包商。期间，林

梧桐还结识了同为华人且同为著名企业家的骆文秀，并因此进入到银行业，参与创办了马来

西亚槟城的第一家银行——南方银行。

2

就在事业做得如鱼得水的时候，林梧桐开始了下一轮更为大胆的冒险——他要把马来西亚的

一座荒山打造成一个闻名全球的高原旅游胜地——云顶高原。

1965 年，林梧桐成立云顶高原私人有限公司，并拿到了永久地契，以 3 年日夜不停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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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了由山脚直通山顶、全长 20 公里的道路。

在开发云顶旅游胜地期间，林梧桐不仅投入了所赚到的全部财富并且事必躬亲。他回忆说，

「在工地，我是工人，是项目主管，是工程师，还要解决各种麻烦，处理各种问题。倒下的

大树、车祸以及山体滑坡，曾先后 6 次差点夺走我的生命。当时没有人对这项工程感兴趣，

同时也就意味着没有竞争。于是，我不计成败，一下子投入进去，并坚持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发云顶高原的同时，林梧桐还曾因为承接马来西亚第二大水利工程甘姆

布水利灌溉工程一度处在破产边缘，个人健康也几次亮起红灯。当他邀请一些好友投资入股

时，也被婉拒，甚至被嘲笑是一个疯狂的人。但林梧桐从没萌生退意，他勇敢地在别人的嘲

笑中前行。

1969 年 3 月 31 日，云顶第一间酒店正式奠基。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天，「马来西亚国父」

东姑阿都拉曼给林梧桐带去了一个意外的惊喜：政府将优惠考虑让云顶开办赌场。于是云顶

因此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赌场执照拥有者。这也是后来林梧桐被冠名「亚洲

四大赌王」之一的主要原因。

1971 年，云顶有限公司正式在吉隆坡挂牌上市。1989 年林梧桐又重组了业务，成立名胜世

界有限公司接手管理云顶的所有旅游业务，并于当年年底将「名胜世界」正式在吉隆坡挂牌

上市。

从成立开始，云顶的建设就从来不曾停止，至今仍有许多扩建和新建的工程。云顶高原就像

一个综合性娱乐之城，汇集了游乐观光、购物中心、主题乐园、高尔夫球场、会议中心、赌

场、酒店、剧场、酒吧、餐厅等各种设施齐全，空间灵活。云顶缆车曾是「世界最快的单轨

缆车系统」及「东南亚最长的缆车」。拥有 7351 间客房及套房的云顶第一大酒店也曾打破

「世界最大酒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马来西亚的大型颁奖活动及本地或国外明星的演唱会，

大部分都是在有 6000 个座位的云顶云星剧场举行，大家熟知的 S.H.E 、孙燕姿、邓紫棋、

蔡依林都曾在这里演出过。

如今，云顶高原不仅是马来西亚最大、最著名的娱乐中心和避暑圣地，显然已成为一个享誉

国际的旅游胜地，年游客量达到几千万人。1997 年，马来西亚政府颁给林梧桐「特别旅游

奖」，以表彰他为马来西亚经济，特别是旅游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林梧桐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当初他们拒绝了我的邀请。不错，我得孤军作

战。可是没有其它股东的干预，我作决定时就可以当机立断，掌握先机。如果当初有其它股

东介入，人多，意见也多，决策难免会有诸多的拖延，云顶的开发肯定难以成功。」

3

林梧桐曾说：当我决定开发云顶高原时，很多人也一样说我疯了注定要失败，但我还是稳稳

的把云顶发展成为了国际闻名的旅游胜地，至于邮轮业，西方人能做到的，我们亚洲人同样

可以做到。

在建设云顶高原的同时，林梧桐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事业。云顶集团的业务涉足种植、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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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造纸、发电、石油、天然气、旅游、博彩、海上邮轮等众多领域。

林梧桐的致富原则是，「一旦决定做一件事，就应该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去完成它。嘴巴说

能办得到的事情，手就能做到。」有人说他保守，不喜欢向银行借贷，却安然度过了亚洲金

融风暴；有人说他冒险，往往进军无人问津的高风险行业，却收获颇丰；有人说他顽固，在

75 岁的高龄还大胆进军邮轮业。林梧桐的故事总是与商界经典案例相悖，不过却注定是一

个传奇。

多年来，林梧桐为人低调，不论对家人、朋友、员工还是总理，他的话都不多。值得一提的

是，林梧桐非常善于处理政商关系，与马来西亚历任政坛要人关系都非常好。有报道说，林

梧桐之所以能与马来西亚历任总理关系密切，一个秘诀是他不甚流利但却简单易懂的马来

语。据说他曾用不太合语法的马来语对一位总理说，「总理，你必须帮我们，我们工作很努

力，但这项工作很难做，赚钱不易，请给我们减税」。林梧桐做人处事均以守时为原则，总

在约定时间的 10 分钟前抵达。他喜欢记录，想到什么就写在随身带的纸上，返回办公室就

会把记录下来的事向秘书交代。

4

1996 年 2 月，林梧桐曾乘坐自己家族的邮轮回到中国。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59 年

后，我会乘坐家族邮轮公司的豪华邮轮衣锦还乡。」多年来，林梧桐虽身居海外，但心系祖

国、重视乡情，曾多次返乡捐资建设学校、修路筑桥，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慈善家、企业家。

2007 年 10 月，林梧桐因病逝世，享年 90 岁。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获悉后马上慰问林家，

他说，「林梧桐的不幸逝世不仅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企业界的重大损失！」李嘉诚也致唁电

给林梧桐次子林国泰：闻报黯悉尊大人昨晨于梦中辞世，深感难过。但念林老先生克享高寿，

儿孙满堂，乐享林泉，实饶晚福，今安祥返驾，已无所遗憾，尚望贤昆仲及府上各位宽怀保

重，是所至祷。

林梧桐逝世后，其事业交给次子林国泰掌舵，不过其个人遗产却由妻子李金花继承。

出生于 1929 年的李金花曾经是林梧桐的邻居， 16 岁时嫁给林梧桐，夫妻情份深重，携手

在人生道路结伴同行了一辈子，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典范。

在自传中，林梧桐曾写道：正是上天的厚待，让我不仅有个爱我的慈母，还有一个贤惠、体

贴的妻子，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与我同甘共苦。初婚时期，我们的生活状况并不好。我冒着

战乱的危险，每天在外为生活拼搏。太太主内，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使我无后顾之忧，

能够把全副精神放在事业上。太太节俭持家，让我在外拼搏回来时有个温馨、舒适的地方，

可以把一切外界的烦恼抛在脑后，憩息和享受天伦之乐。她最了解我，从来不干涉我在外的

一切事情，只专心把家庭照顾好。可是当我面对生意和钱财上的问题时，她总是毫无怨言地

和我分忧，给我鼓励及支持。我们之间很少发生争执，一路来我都能安享宁静、快乐的家庭

生活。就算是在创业期间最忙碌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抽出宝贵的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我

认为一个人的事业固然重要，但一个温馨、和睦的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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