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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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智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期） ZL 信托 7.85 1.5
上海市浦东

新区

上海世茂房地

产有限公司

诚享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7

期）
ZL 信托 7.5 1.56

江苏省淮安

市金湖县

淮安市金湖交

通投资有限公司

新然 8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GD 信托 7.43 2

四川省成都

市简阳市

四川阳安交通

投资有限公司

博雅 3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0

期)
GD 信托 8.2 2

湖北省襄阳

市樊城区

襄阳铜锣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顺鑫 18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HX 信托 7.4 2

江苏省盐城

市阜宁县

阜宁县城市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长盈精英-鸿升鲁南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B 类）
爱建信托 7.65 2

山东省枣庄

市滕州市

鸿升新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

晋信永保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山西信托 7.5 2

重庆市綦江

区

重庆市万盛经

开区城市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安泉625号(金科千江云邸)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三期）
ZJT 信托 7.5 2

江西省吉安

市泰和县

吉安金颂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荆福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JG 信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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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淮阴区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B 类）

国元信托 7.4 2
江苏省淮安

市淮阴区

淮安市淮阴区

城发投资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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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30-2021.09.05）新产品“晋信永保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金用

于用于投资重庆市万盛城投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本项目融资人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城

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人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交通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期限 24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7.4 至 7.6%。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重庆市主要平台项目，行政等级高，平台风险低。

2、项目的融资人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

模 20.5 亿，全部为私募债，其中 1 年以内的短期债券 4 亿，3-5 年的中期债券 10 亿，5-10

年的长期债券 6.5 亿；授信额度 61.22 亿，未使用额度 8.34 亿。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

短期有息债务 13.49 亿，长期有息债务 55.8 亿。

3、项目拥有另外一家主要平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交通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做担保增信。

担保方目前债券存量规模 11.40 亿，全部为私募债，其中 3-5 年的中期债券 3 亿，5-10 年

的长期债券 8.4 亿；授信额度总额 12.09 亿，未使用额度 0.16 亿。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

短期有息债务 4.19 亿，长期有息债务 20.02 亿。

4、重庆市 2020 年在全国 31 个地区中，财政实力位于中间偏后位，如下表 1：

表 1：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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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110760.94 1 广东省 12921.97

2 江苏省 102719.00 2 江苏省 9058.99

3 山东省 73129.00 3 浙江省 7248.24

4 浙江省 64613.34 4 上海市 7046.30

5 河南省 54997.07 5 山东省 6559.93

6 四川省 48598.76 6 北京市 5483.89

7 福建省 43903.89 7 四川省 4260.89

8 湖北省 43443.46 8 河南省 4168.84

9 湖南省 41781.49 9 河北省 3826.46

10 上海市 38700.58 10 安徽省 3216.00

11 安徽省 38680.60 11 福建省 3079.04

12 河北省 36206.90 12 湖南省 3008.70

13 北京市 36102.60 13 辽宁省 2655.75

14 陕西省 26181.86 14 湖北省 2511.54

15 江西省 25691.50 15 江西省 2507.53

16 辽宁省 25115.00 16 山西省 22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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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庆市 25002.79 17 陕西省 2257.23

18 云南省 24521.90 18 云南省 2116.70

19 广西 22156.69 19 重庆市 2095.00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0 年重庆市 GDP 为 25002.79 亿，在全国 31 个地区排名第 17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0

年为 2095.00 亿，在全国 31 个地区排名第 19 位，经济实力中等，财政实力一般。2021 年

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6799.2 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542.4 亿，债务率 157.97%，债务

负担偏重。

综上，该项目的风险一般，适合风险偏好一般的投资者。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较高，风险偏

好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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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30-2021.09.05）共有 365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77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88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79 款，

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83 款，投向金融领域 116 款，工商企业领域 18 款，基础产业领域

62 款。本周共计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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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13%，房

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42%，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04%，基础产业类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 7.15%。本周共有 118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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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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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30-2021.09.05）券商资管产品发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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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较上周增加 6 款，发行规模为 30.17 亿元，较上周增加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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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较上周下调了 0.85 个百分点。本周基金公司

及其子公司集合资管产品成立数量为 20 款，较上周减少 34 款。本周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

理费率为 0.64%，较上周下调 0.12 个百分点，减幅较大；平均托管费率为 0.03%，较上周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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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8

款，混合类的有 12 款，权益类的有 6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有 8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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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3.81%，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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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7款，其中固收类的 6款，混合类的 1款；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6 款，其中固收类的 2款，混合类的 3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1款；R4 风险等级产

品有 13 款，其中混合类的 7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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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款，其中混合类的 1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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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30-2021.09.05）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712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2.06%。共 286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有 449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备案，较上周减少 38 家。本周私募证券八大策略的近一个月收益与上周相比均有

不同幅度的上升，但股票策略和 CTA 策略的收益仍为负值。其中股票策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收益上升 2.06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收益为-0.52%。相对价值策略虽本周收益仅上升 0.46

个百分点，但近一个月收益最高，为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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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只产品，环比下降11.73%。

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73 只，创业类基金备案 100 只。本周共有 161 家机构参与私募股

市场基金的备案，其中有 2 家机构备案了 3只新产品，8 家机构备案 2只新产品，其余机构

则均备案 1只。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60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198.63

亿人民币，环比下降 37.73%。本周 VC/PE 市场发生案例数量，主要集中在 IT、生物技术/

医疗健康、半导体三大领域，本周 IT 领域案例均为投资事件，共 29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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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雪球产品受限后，当下我们还能买点啥？

文/雪莉

根据界面新闻消息，8月 31 日，券商资管公司收到基金业协会电话窗口指导，9 月后基金业

协会将暂停不符合要求的雪球类产品备案，并要求资管、基金公司等机构尚未备案的雪球类

产品停止发行。

“雪球”产品是一种首先兴起于券商的“雪球结构收益凭证”，本质是投资者向券商卖出带

障碍价格的看跌期权，专业称之为“两个障碍价格的奇异期权”，虽然雪球产品在大部分情

况下可以帮助客户获利，但是并不是所有情景都是赚钱的。因此，很多人把雪球当作固收替

代，在适当性方面存在瑕疵，加上底层期权的履约是硬性的，如果不限制发行规模，一旦引

发券商兑付危机，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叫停不是突如其来，早在 8 月份，监管

部门已经向各券商发文，要求强化雪球产品的风险管控，持续强化风险意识。

强化“雪球”产品的风险管控之下，不仅有助于券商加强合规风控体系建设，有助于增强投

资者风险意识，也有助于市场的良性优化，提高整体雪球产品的对冲水平，减缓雪球产品规

模的扩张速度，最终帮助提升市场波动率，促进市场长期均衡发展，对多个产品而言是较大

的利好。

那么当前阶段适合配置的产品有哪些呢？

目前 A股市场上产品比较多样，量化多头产品、市场中性产品、套利类产品等都是可以根据

自身风险偏好和股市波段就行配置的。今天我们就介绍来一下 CTA 策略。

什么是 CTA 策略？

CTA(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翻译成中文是商品交易顾问，是由专业的管理人以追求绝

对收益为目标，运用客户委托的资金投资于期货市场、期权市场，并收取相应投资顾问费用

的一种基金形式。

CTA 策略诞生于 1949 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兴起，截至 2020 年三季度，CTA 策略在海

外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 3030 亿美元，成为发展最快的投资领域之一。CTA 策略在中国的发

展也较快，截止 2020 年底，全市场 CTA 策略管理人管理的总规模约为 430 亿元。

CTA 的分类有哪些？

从具体策略来看，CTA 可以划分为趋势、反转和套利策略。趋势策略是指跟踪大宗商品不同

周期的趋势，进行做多或做空操作；反转策略是指利用期货价格的反转性波动进行反向交易；

套利策略包括跨期套利和跨品种套利，是指利用相关品种不同期限的价格走势关系进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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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从操作策略来看，CTA 可以划分为主观 CTA、量化 CTA、CTA 套利和 CTA 高频。主观 CTA 策略，

即靠基本面信息采集和分析获益；量化 CTA 策略，即以数理手段利用市场异象获益；CTA 套

利策略，即包括跨市场套利、跨品种套利和跨期套利；高频交易策略是指从那些人们无法利

用的极为短暂的市场变化中寻求获利的计算机化交易，比如，某种证券买入价和卖出价差价

的微小变化，或者某只股票在不同交易所之间的微小价差。

CTA 策略投资标的有哪些？

主要是投资于大宗商品期货（农副产品期货 ，金融期货 ，能源期货） 外汇期货，金融期

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

（1）农产品期货：大豆、豆油、豆粕、小麦、玉米、棉花、白糖等。

（2）金属期货：铜、铝、铅、锌、镍等有色金属和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3）能源期货：原油、燃料油等。

（4）黑色期货：螺纹钢、焦炭、铁矿石、螺纹钢等。

（5）化工期货：天然橡胶、PTA、PVC、甲醇等。

（6）国债期货：2 年期国债期货、5 年期国债期货、10 年期国债期货。

（7）股指期货：全球规模最大的股指合约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 S&P500 指数合约。国内

股指期货合约 3 个，IF,IC,IH。沪深 300 股指期货（IF）是以沪深 300 指数作为标的物的期

货品种，在 2010 年 4 月 16 日推出。中证 500 股指期货（IC）是以中证 500 指数作为标的物

的期货品种，在 2015 年 4 月 16 日推出。上证 50 股指期货（IH）是以上证 50 指数作为标的

物的期货品种，在 2015 年 4 月 16 日推出。

CTA 策略的好处在哪些？

1）CTA 策略与股债市场的市场的相关性低；

2）保证金交易制度：CTA 产品可以通过不同的保证金占用比例控制杠杆，量化 CTA 还可以

通过交易品种的多元化以及交易频次的提升降低风险，平滑收益曲线；

3）具有危机 Alpha 的“保险”作用：CTA 策略基金以趋势策略为主，因资产自身的做空交

易机制的存在，在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行情下，均可以跟随行情趋势进行交易来获取收益。

因此，CTA 策略在市场产生危机时往往能获取独特的收益，对由股票和债券构成的投资组合

有着良好的保护作用。

什么行情适合配置 CTA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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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上涨或下跌的趋势时，趋势跟踪策略往往会表现较好；当市场呈现无序

波动的格局时，CTA 往往无法有效捕捉趋势，策略表现欠佳。经济持续复苏，顺周期品种的

反弹预期不断强化，商品期货市场维持较高的活跃程度，这种环境也能给 CTA 策略的布局提

供较好的外部环境。

如何筛选 CTA 策略基金？

看业绩可持续性、看团队稳定性、看回撤控制能力、看规模（规模太大策略可能失效）。

假“定融”曝金交所隐患：审核力量不足引发产品风险

文/陈嘉玲

近日，一款定融融资计划产品被“打假”。

河南省驻马店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驻马店市城投”）声明称，“有不

法分子以‘河南中建 1 号定向融资计划’在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天金所’）发

布融资信息，并伪称我公司提供了担保。”

对此，天金所回应称：从未收到信息发布方“驻马店中建新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建新材公司’）”的产品挂牌申请；“河南中建 1 号”项目并未在天金所挂牌发行金融

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天金所首次陷入“打假”风波。早在去年 11 月，就曾有公司声明，

天金所和一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联合挂牌转让的某应收账款项目，其底层资产系虚假合同。

有受访行业人士表示，市场上确实有一些财富公司销售的金交所产品，可能是发行方通过私

刻公章、伪造担保、伪造底层资产等操作，并假借地方金交所的名义发行金融产品募资。

那么，在鱼龙混杂的定融市场中，谁该为虚假金融产品担责？

真假难辨

“金交所的监管目前仍然主要由地方金融办具体负责，缺乏证监层面的有效监管，也没有严

格统一的官方产品备案机制，所以存在大量鱼龙混杂的现象。”对于市场上屡现“假定融”

“假金交所产品”等现象，西南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除监管空白导致业务发展缺乏规范外，地方金交所过去惯有的业务模式或是其中重要原因之

一。对此，一篇题为《地方金融资产交易场所潜在风险解读及应对思路》的文章，曾谈及“失

控的通道业务引发的风险”，认为其过往与 P2P 行业所合作的线上导流业务、线上转线下业

务，为后续金交场所运营管理埋下了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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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认为，一方面，大批量资产、项目的涌入，导致金交场所自身审核力量不足。同时

由于过往审核标准较低，主要为书面形式审核，缺乏对备案资产、项目的实质审核，导致部

分高风险项目通过备案，这一类项目成为金交场所中的一颗隐雷。另一方面，一些存在期限

拆分、滚动发行的备案产品，在金交场所备案收紧后，将面临产品资金链紧张问题，可能导

致产品发生延期甚至是违约问题。

同时，过往由于金交场所监管宽松，部分备案产品利用金交场所自身实力做信用背书，大肆

宣传金交场所股东背景情况，导致投资者认为金交场所对备案产品有承诺或担保行为，一旦

发生风险，投资者矛头将指向金交场所。

“为了规避业务风险，目前金交所产品主要是线下募集资金，大部分交易所也不会参与其

中。”一位曾在某地方金交所任职的人士告诉记者，在监管不允许地方金交所面向个人投资

者发行金融产品后，业内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地方金交所登记备案或挂牌转让资产，再由资

产管理公司、投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等第三方机构摘牌受让，最后通过第三方财富机构向

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

据记者了解到，有的项目的发行流程则是倒过来的：发行方利用旗下的理财公司或财富公司

先宣传推广，待资金筹集完毕后，再找到承销商、受托管理人、金交所、监管银行等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

据媒体报道，驻马店市城投集团之所以发现上述项目伪造了担保函，是因为融资方中建新材

公司在向投资者路演时提供了相关材料，而投资者又恰好认识该城投公司的人士，便询问该

公司担保情况是否属实。

“市场上，确实有一些财富公司销售的金交所产品，它的底层资产是通过伪造项目来发行

的。”据业内人士表示。比如，定向融资计划和债权融资计划，主要在于担保函、承诺函是

否真实，资金实际流向哪里；而应收账款、供应链金融、保理或租赁等相关的收益权转让类

项目，其风险则在于底层资产的真实性。

有理财师则指出，有的项目是私刻公章，伪造担保；有的项目却是真实的，但超募发行了。

有的超募发行可能是多家财富公司同时销售导致的，也有的则是发行方将同一个资产在各地

的金交所重复挂牌发行。

此前记者以项目发行人身份暗访某金交所一位挂牌业务人员时曾被提醒：“挂牌的额度是多

少就募集多少资金。一旦超募就是违规的，可能涉及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谁来担责

针对上述“河南中建 1号定向融资计划”的“造假”问题，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德怡

律师分析认为，如果交易所和中建公司的声明属实，应当由具体实施单位承担责任，责任主

体涉及平台提供方、销售方、资金收取方。

对于金交所挂牌发行虚假产品，王德怡律师认为，如果交易所官方确实发布过相关产品，资

金也进入了所指定的收款通道，那交易所应当对上述担保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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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提醒：“金融投资者应当有证据证明上述挂牌项目是其官方渠道发布的。通过第

三方网络展示的数据将极有可能不被认可。一般来说，交易所都会有相关的免责条款。”

本报此前曾报道，一款名为“广西百色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号债权产品”向投资者募集

资金，并称该产品是在天金所登记备案。当时理财师提供的项目资料中，天金所称：“指导

和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报告，但对信息报告的内容不进行实质性审核，不对发行人的信息报

告内容承担责任。”

陈文分析指出，金交所在从事金融资产交易服务时，需要明确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如果是简

单的信息撮合，例如在官网发布一个项目信息，固然没有承担真实项目与否的义务，但虚假

项目会损害其品牌；对于明确提供鉴定服务的产品，需要承担虚假项目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更早之前，部分省市出台的交易场所管理通知，有过要求交易场所就会员机

构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如浙江省金融办发布的《交易场所监管工作指引》中提及了“交易

场所对会员的各种违规行为承担主体连带责任，并先行赔偿由此给客户造成的实际损失。客

户赔偿结束后，交易场所可依据会员管理制度和相关协议向会员进行追偿”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闫泽娟近期在《金交所定向融资工具逾期维权路径分析》一文中，

对应该向哪些参与方追责进行了分析。例如，当产品说明书及尽职调查报告内容不属实，或

者向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人推荐产品的情况下，可以追究承销商的责任。在产品未及

时进行发行方信息披露、未及时催促发行方进行信息披露，或者当发行方、担保方、差额补

足方出现经营状况恶化、涉诉等严重影响其清偿能力的情形时未及时通知投资人，未及时召

开投资人会议，致使投资人不能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等情况下，可以追究受托管

理人的责任。

在闫泽娟看来，若金交所的设立无行政机关的相关批文或金交所无备案定向融资工具的权

限，则可以追究金交所的责任。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赚美国人的钱，豪捐 50 亿的中国首善：鲁伟鼎

文/凌青云

提起富二代大家都不陌生，而且大家身边，或多或少的就有几个富二代。目前国内的富二代

基本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子承父业、一种是自己创业、还有一种属于坑爹类型。在这些子承

父业中，很多接手后把家族产业做大做的更上一层的很少，今本属于守城的比较多。而出来

自己创业的成功的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富二代是属于子承父业类型，而且在接受父亲的事业后，并且把父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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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事业发展的更上一层楼。这个人就是鲁伟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估计会觉得很陌生，但

是如果说他的父亲鲁冠球，估计很多人就不陌生了。因为鲁冠球可以说是国内最早下海经商

创业的企业家。

一、赚美国人钱的企业家

鲁冠球是一名地道的农家子。他又出生在 1945 年时解放前夕。可以说是根红苗正。因此鲁

冠球 16 岁时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工人。但是当时他没有实现，而是做了其他工作。

鲁冠球 16 岁时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去铁匠铺做了学徒，后来因为铁匠铺铺生意一般，于

是就辞退了一部分工人。回乡后他又开了一家磨面的作坊，因为当时是私人经营，最后关门

了。

在 1969 年鲁冠球又集资 4000 元带领 6 名农民，创办了一家宁围公社农机厂。后来国家将要

大力发展汽车业，于是鲁冠球决定要造中国人自己的汽车。当时鲁冠球对汽车一点也不懂，

在 79 年在中国街道上跑的汽车都比较少，更不用说造汽车了。

当时鲁冠球创办的宁围公社农机厂主要是生产的是农用机械，和相关的一些农业机械周边配

套的一些机械零部件。犁刀、万向节、犁锯等各种零部件。鲁冠球跟懂汽车维修的师傅请教

发现，他目前厂里生产的万向节也是汽车会用到的一个零部件。于是鲁冠球确定调整厂里的

生产重心，决定厂里全力专业生产适合汽车上用的万向节。

汽车上用的万向节是连接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汽车上的万向节要求的质量工艺非

常高。鲁冠球要求工厂在生产时一定要符合汽车用万向节的标准，而且质量一定要达标，当

时因为要开发汽车用万向节，鲁冠球已经花费很多。

结果后来生产出来的万向节还是有达到标准的。但是鲁冠球把这边废品和有瑕疵的汽车万向

节直接卖到了废品站。鲁冠球给厂里定的要求是，从我们厂出去的任何一个万向节都是最高

质量的。

我们宁可把次品砸了也不能卖出去。当国家质检部门对全国万向节生产厂家产品抽检时，鲁

冠球的工厂出产的汽车万向节合格率达到了 99.4%。鲁冠球的工厂也被国家选定为定点生产

供应万向节的三家厂家之一。

在 1990 年鲁冠球把“钱潮牌”的汽车万向节买到到了日本、意大利、法国、香港等 18 个国

家在 94 年鲁冠球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分公司，万向美国公司。主要任务是把中国生产的产品

销售到美国。在 97 年 8 月鲁冠球把中国生产的汽车万向节卖给了世界汽车巨头美国通用汽

车公司，成为美国通运汽车汽车配件的供应商。

二、低调的接班

鲁冠球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对时局的精准的把控，还有善于捕捉商机。把一个农民办的小作

坊发展成一家国际企业，把一个小小的万向节卖给世界著名的企业。鲁冠球同样也跟很多企

业家一样，希望自己打下的天下，可以交给下一代。这就是他的儿子鲁伟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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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伟鼎虽然是也被成为富二代，但是鲁伟鼎出生在 71 年，鲁伟鼎出生的时候国内还是处在

动荡的时期。在鲁伟鼎 5岁时也就是 76 年国内动荡才结束，在 78 年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经济，

开放国门。这时鲁伟鼎的性格基本已经定型了。70 年代初的人基本都很单纯善良，虽然鲁

伟鼎经商办厂，但是他们的家风却是很正的。

小时候的鲁伟鼎就是家长口中比较调皮捣蛋的孩子，在鲁伟鼎高中时，国内经济基本已经搞

活。尤其是南方哪边经济发展非常快，国外的许多新鲜东西都流入了国内，当时国内很多少

年都被当时出现的新事物给吸引。

当时国内刚开始流行摩托车，鲁伟鼎因为家里有钱，也买了一辆摩托车，并且经常跟同伴在

大街上上演急速飞车。正好被鲁伟鼎的父亲鲁冠球看到。鲁冠球担心鲁伟鼎会学坏，于是就

把鲁伟鼎送到了新加坡，让他去国外大开眼界，同时也是为了让他跟他现在的伙伴分开，好

及时矫正鲁伟鼎。

鲁伟鼎去新加坡攻读了企业管理，半年后鲁伟鼎就回国了。在新加坡的这半年给鲁伟鼎的触

动很大，于是鲁冠球就让鲁伟鼎进入万向集团，但是鲁伟鼎必须从基层干起。

鲁伟鼎在万向集团，基本每几个月就要换一次岗位，鲁冠球让鲁伟鼎把万向集团的所有岗位

都做了一遍。在鲁伟鼎 21 岁时，鲁冠球任命鲁伟鼎为总经理的助理，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教

导。在鲁伟鼎 23 岁时鲁冠球把万向集团交到了他的手上。万向集团也进入了鲁伟鼎的时代。

三、起飞的万向集团

鲁伟鼎接手万向集团后，对企业管理方便进行改制，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且改组企业

并且推动万向集团旗下的钱潮牌成功上市。同时他采取国外成熟的“大集团战略、小核算体

系，资本经营、国际化运作的企业发展战略模式。

带领万向从一个厂家到集团公司发展的转变，从只是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到专业生产企业

全球化的规模。从一个行业到多个跨行业的投资。

2001 年鲁伟鼎创办了中国汽车网。同时鲁伟鼎还向农业投资，在鄱阳建立了最大的淡水养

殖基地、在河北承德投资国家级的农业龙头企业露露股份等。目前万向集团涉及的行业主要

有工业制造、农业、金融业等。

在万向高速发展时，鲁伟鼎还不忘回馈社会，鲁伟鼎把自己持有的万向三农的股份，价值

49.6 亿元全部捐赠给了三农基金会慈善信托基金。该基金的收益全部是用于国内多领域的

慈善活动。鲁伟鼎自己及家人不会享受到任何利益。他也被成为“首善”

在国内很多的富豪挣钱后，能回馈本民族的太少了，更不用说是富二代了。不但赚美国人的

钱，还拿回国来回馈国人，这样的富二代企业家太少了。其实这跟当年鲁伟鼎在新加坡的半

年留学有很大的观念。在那半年的留学中，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代表了什么，国家的富强

代表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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