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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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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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新然 8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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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科 17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华鑫信托 7.2 2

山东省青岛

市李沧区

青岛融海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百瑞宝盈 85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6期-010 号
百瑞信托 7.8 2

北京市大兴

区

河南兴汉正商置业

有限公司

汇融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JG 信托 7.3 2

山东省威海

市文登区

威海蓝创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债权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国元信托 7.4 2

江苏省镇江

市

江苏瀚瑞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臻诚 17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澳信托 8.6 1

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兴

仁县

贵州东湖新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荆福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 JG 信托 7.3 1.92
湖南省株洲

市石峰区

株洲循环经济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晋信衡昇 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山西信托 7.35 2

山东省济宁

市邹城市

邹城市城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GX·优债41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8 期）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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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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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6-2021.09.12）新产品“晋信衡昇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金投

资于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本项目融资人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人邹城市利民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期

限 24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7.3 至 7.4%。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邹城市重要平台项目，行政等级一般，平台风险一般。

2、项目的融资人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104.87 亿，

其中私募债 81.87 亿，占比 78.07%；授信额度 184 亿，未使用额度 124.99 亿。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63.02 亿，长期有息债务 98.01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另外一家重要平台邹城市利民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做担保增信。担保

方目前债券存量规模 12 亿，其中私募债 4.1 亿，占比 34.17%；授信额度总额 39.7 亿，未

使用额度 11.25 亿。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53.65 亿，长期有息债务 20.56

亿。

4、邹城市一共 5 家城投平台，其中 1 家 AA+平台，1家 AA 平台，实力中等。

5、邹城市 2020 年在济宁市 11 个地区中，经济及财政实力均位于首位，如下表 1：

表 1：济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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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城市 824.12 1 邹城市 80.17

2 任城区 542.16 2 任城区 69.56

3 兖州区 525.72 3 兖州区 47.35

4 微山县 388.84 4 微山县 26.69

5 曲阜市 365.38 5 曲阜市 24.02

6 梁山县 240.55 6 梁山县 20.01

7 汶上县 225.55 7 嘉祥县 16.69

8 嘉祥县 220.18 8 金乡县 16.45

9 金乡县 218.39 9 汶上县 15.53

10 鱼台县 186.53 10 鱼台县 10.57

11 泗水县 185.73 11 泗水县 10.03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0 年邹城市 GDP 为 824.12 亿，在济宁市 11 个地区排名第 1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0

年为 80.17 亿，在济宁市 11 个地区排名第 1 位，经济实力及财政实力较强。2020 年邹城市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9.64 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80.56 亿，债务率 79.35%，债务负担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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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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风险偏

好较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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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6-2021.09.12）共有 391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233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58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86 款，

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84 款，投向金融领域 104 款，工商企业领域 21 款，基础产业领域

77 款。本周共计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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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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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房

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34%，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5%，基础产业类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 7.03%。本周共有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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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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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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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6-2021.09.12）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为 23 款。其中，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量 12 款，较上周减少 12 款，发行规模为 10.48 亿

元，较上周减少 19.69 亿元；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11 款；成立数

量为 19 款，较上周减少 1 款。本周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71%，较上周上调 0.07

个百分点，增幅较大；平均托管费率为 0.02%，较上周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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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12

款，混合类的有 7款，权益类的有 2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有 2款。

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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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5.12%，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6%，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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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8 款，其中固收类的 8款；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9款，其中固收

类的 4款，混合类的 5款；R4风险等级产品有 4款，其中混合类的 2款，商品及金融衍

生品类的 2款；R5 风险等级产品有 1款，其中权益类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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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6-2021.09.12）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600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15.73%。共 251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387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备案，较上周减少 62 家。本周私募证券八大策略除了 CTA 策略外，其余近一个月

收益与上周相比均有不同幅度的上升，且均翻红。其中股票策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收益上

升 2.94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收益为 2.42%，重夺冠军宝座。相对价值策略相对来说涨幅较

少，仅上升 0.28 个百分点。CTA 策略为唯一收益下降且收益率为负值的策略，近一个月收

益为-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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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只产品，环比下降 2.89%。

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73 只，创业类基金备案 98 只。本周共有 153 家机构参与私募股市

场基金的备案，其中新鼎荣盛资本备案 4只产品、兴橙投资备案 3 只、另有 10 家机构备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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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803.86 亿人民币，环比上升 3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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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三大领域，从披露金额上看，半导体及电子

设备、机械制造、建筑/工程三大领域融资金额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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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信托频频违约的真相是？

文/用益投资

近年来，我国各类机构的资管业务快速发展，规模也在不断攀升，截至 2017 年末（“资管

新规”推出前），不考虑交叉持有因素的资管总规模已达百万亿元。资管业务的快速增长确

实在满足公众财富保值增值、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不过，在过去粗放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监管，也暴露出一些行业

乱象，风险也在积聚。

在此背景下，2018 年四部门联合发布了“资管新规”，并在此后的三年内，不断完善相应

监管细则。

还有三个月，“资管新规”过渡期即将结束。“资管新规”核心是：打破刚兑、禁止资金池、

限制非标、限制期限错配、实行平等准入、统一杠杆要求等。

要说起这资管新规，就得从信托这件事说起。

信托机构本来的职责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由投资人把钱给到信托，让信托代为打理，

于是信托投资了一个项目，赚回来的收益再给到投资人。

现在我们把投资人这个角色换成银行，也就是银行把钱交给信托机构代为打理，信托机构投

向项目，项目赚取收益，信托再将收益分配给银行，银行再分配给大众。

这就是信托代银行理财，信托再去找项目，至于投资什么公司都可以，只不过银行对信托机

构有一个要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把我给你的本金能还给我，也就是你信托机构能

刚性兑付就可以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慢慢发现这件事变了，开发商的钱原本是从银行那边贷来的，但是

因为政策的原因，银行体系内的钱不允许流向房地产，开发商的人找到银行商量：我这里有

项目，你还是按照老规矩给我钱。

银行这边说：我确实想把钱借给你，但是现在政策不允许啊，咱不如想个办法吧，我们就做

一个信托计划。我银行体系里的钱不允许直接流向你房地产，那买一个信托计划投向房地产

总没问题了吧。

那开发商听了就说：这计划可以啊，我只需要跟信托机构一起做出一个信托计划，银行去买

信托公司的这个产品，这钱不就同样流向我开发商了么？只要到时候我开发商回款给信托机

构，信托机构再结算给银行，钱依然这么流动着，只不过成本稍微高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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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券日报报道今年上半年，A 股 110 余家上市房企中，有 15 家披露信托融资情况，信托

融资成本在所有融资途径中“最贵”，近半数融资成本达到 10%以上，个别公司高达 24%。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在这种结构下，信托从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变成了一个通道。

所以这两年为什么信托频繁暴雷，就是因为这些起到通道作用的信托，投资的都是房地产，

至于近段时间房地产的行情，大家也应该很清楚。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截至 8月 6日，

7月共发生信托产品违约事件 19 起，涉及金额 107.09 亿元。从投向领域来看，工商企业和

房地产是 7月违约事件高发的领域。

从 8 月信托产品违约数据中也可看出，房地产信托是目前违约的高发区域。据不完全统计，

8月共发生信托产品违约事件 33 起，涉及金额 162.23 亿元，其中，房地产信托违约金额达

114.99 万元，占比高达 70.88%。

所以监管才说：信托要回归本源。

信托要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信托现在起的作用不是他的本源，也就是要把这个结

构体系打破，还一个干干净净的信托，让信托起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功能。

所以这才有了资管新规所强调的：打破刚兑。

投资者看不到原先银行理财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投资的是哪些项目，但是项目侧的风险不断

在增大，又有谁来兜底呢？信托先来兜底，信托兜不住了只能政府来兜底了，因为信托要给

银行刚性兑付。

而投资者之前是不允许出现风险的，因为银行没有给投资者看到一个理财的底层到底是什

么，只有让投资者看到理财的底层，让理财产品一竿子插到底，让投资者直接看到信托，直

接看到基金，直接看到底层资产，社会风险才能得到良好的释放。

所以现在银行的理财都变成了净值型，是债就是债，是股就是股，要接受浮动。

为什么股市这么赚钱，我却要选择收益 7%的信托？

文/信托圈内人

为什么股市这么赚钱，我却要选择收益 7%的信托？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我亏钱的时候！

据说现在 A 股每周开户的人有 30 万之多，我很好奇能盈利的占了多少，过多几年还能存活

下来的又有多少？自人类有股票市场以来，这个市场的不解之谜就是：为什么做交易 9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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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被市场打败出局？

从没有听说过这世上有哪个小散可以边工作边兼职炒股也可以成就发财梦的，为何？一赚二

平七亏的规律在股市里永恒不变，小散赚得了一时，赚不了一世。

然而他们不曾想过股市竟然成了自己财富的收割机，几年下来虽然工资还是照领，却亏光了

自己的积蓄，靠股市发财的梦就此破碎。

总的来说股票资产风险较大、投资收益也较高，主要投资于股票的股票型基金，虽然可以通

过分散投资降低一部分组合波动，但基金净值还是会涨涨跌跌。对于追求“安全第一”的投

资者来说，未来实在是无法预知。

看着股市跌跌不休，房地产遭遇史上最严厉的调整政策，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一切

似乎都显示出对投资市场的不利。这让不少投资者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而在眼前的局面下，

这些资金该如何配置呢？也许买一款收益相对不错，又能保证资金流动性的超短期理财产品

是个不错的选择。

信托迎势而上，异常红火

就在投资市场的黯淡之时，信托投资却迎势而上，显得异常红火。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趋稳甚

至下降，突出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将资金投资于固收和类固收产品，而不是权益类产品。

一方面，相当多的楼市热钱出于避险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胀预期下人们手头的资金需

要跑赢“负利率”。兼具收益率上行和低风险的信托产品成了投资者的最佳选择。

信托理财作为高净值客户的标配，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投资品种。从信托理财的产品特性来看，

有不少接棒房产投资的先天优势。信托理财以固定收益类型为主，投资者在签约时就已经清

楚地知道，这款产品的期限多久，收益多少，付息方式怎么样，并非如股票基金一般飘忽不

定，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也有利于投资人未来的资金规划。

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疑惑，比如“信托是否可靠？”、“自己买的某某信托公司的产品，

风险几何？”以及分享自己投资信托的血泪史等不一而足。

信托靠谱，靠谱，靠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靠谱不能和信托没

出现过风险和“保本保息”等划为等号。任何理财产品都不能宣传保本保息或者完全没有风

险。在这一点上，必须达成共识。

近日，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最新行业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二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为 20.64

万亿元，比一季度增加 0.26 万亿元，增幅为 1.28%，为资管新规颁布以来首次回升。

2018 年资管新规颁布，新规要求打破刚兑，压降规模，去通道等一些列措施，倒逼行业转

型，使得信托资产规模自 2017 年末高点持续滑落，近三年多以来，规模下降约 5 万亿元。

2020 年 5 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非标

资产的投资比例做了明确限制。在此背景下，证券市场信托的规模和占比持续上升，这也是

今年二季度信托资产规模回升的主要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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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信托余额为 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39%，

环比增长 15.17%。其中，投向股票、债券和基金的规模分别为 0.65 万亿元、1.91 万亿元和

0.24 万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13.07%、51.83%和 2.24%。

多家上市公司，央企股东增资

除信托规模增长，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来多家信托公司的增资热潮。数据显示，2020 年就

有 12 家信托公司增资扩股，合计增资额为 266.48 亿元，高于 2018 年和 2019 年，有 9家信

托公司实收资本超过百亿。进入 2021 年以来，紫金信托、中航信托、陆家嘴信托、陕国投

信托、浙金信托等公司也先后传出增资的消息，其中陆家嘴信托更是一年内发布三次增资公

告，将注册资本增至 90 亿元。

信托公司增资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信托行业转型加速，为符合监管要求，提升流动性，抵

御风险，提升安全边际。另一方面得益于信托行业规模稳步回升，大部分信托公司的盈利情

况持续向好，资本看好信托行业，也有持续投入资金的动力。

存量投资者增加，上市公司青睐

2021 年二季度末，信托产品存量投资者数量已达 96.68 万个 ，较一季度末净增 7.92 万个，

增幅为 8.79％，投资者数量持续增加。其中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和自然人投

资信托产品的规模占比分别为 40.26％（较 2020 年末下降 5%）、19.72％、15.76％和 24.26％

（较 2020 年末增加 7%）。

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自然人投资者仍是信托投资的主力军，我们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的很多

理财产品底层资产也是投向信托，同时自然人投资者比例的提升，也反映出信托行业转型发

展脱虚向实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自然人投资者青睐。

另据统计，开年至今，已有 63 家上市公司通过公司本身或控股参股公司购买了信托产品，合

计认购金额高达 174.22 亿元，说明在受托理财，支持财富保值增值方面，信托功能发挥的

作用愈加得到认可。

同时，业内人士分析，信托产品销售火爆主要受多方影响，一方面，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不少

风险偏好下降的个人投资者将资金转向信托等安全边际较高的领域，另一方面，央行此前连

续多次降准降息，让利率进入下行周期，信托产品收益率方面优势扩大。在收益率相对高，

风险相对偏低的情况下，不少投资者转而选择信托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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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中国人成为新加坡新首富：李小冬

文/南来

如果真要总结李小冬的成功之路，那大概只能说——MBA 改变命运。

2021 年 8 月 31 日，随着新加坡冬海集团（Sea Ltd）的股价一举冲到了 338 美元的历史新

高，冬海集团创始人李小冬正式以 198 亿美元的身家登顶新加坡首富，超过了立邦集团创始

人吴清亮、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夫妇，以及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爱德华·萨维尔林。

跟首富身份相反，李小冬本人是个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的人。他讲话轻声细语，极少接受媒体

采访，也几乎从不在公众场合演讲发声。

他喜欢游戏，也喜欢足球。在大学英语课的时候，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为自己取一个英文名，

生性内向的李小冬选择了《阿甘正传》男主人公的名字——Forrest。Forrest Li，他是这

样叫自己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低调、内向，甚至有些害羞的年轻人，心底里却藏着常人难以匹敌的野

心。

大学毕业四年之后，他毅然放弃国内的高薪职位，只身来到美国攻读 MBA。

而在美国期间，他将结识一同携手奋斗却又最终惨烈分家的创业伙伴——互联网创业时代的

红人代表，陈欧。

李小冬与陈欧同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MBA 校友，也同为对战游戏平台 GGgame（冬海集团前

身）的联合创始人。

2008 年，陈欧以 70 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GGgame 的 35%创始股份，并在 MBA 毕业后拿着这笔

资金回到中国，创立了聚美优品。两位曾经的老搭档自此分道扬镳，各行各道。

聚美优品是辉煌过的，作为电商时代的宠儿，它曾经在化妆品团购领域创下过多项奇迹，成

立仅仅 4 年就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

可就在 6 年之后，聚美优品在假货、水军、营收、利润不断缩水等一系列负面新闻的打击下，

市值从巅峰时期的 57.8 亿美元一路缩水至 2 亿美元，最终被迫在 2020 年惨淡退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冬旗下的冬海集团如今市值高达 1900 亿美元，作为东南亚电

商及游戏平台领头羊，还将触手不断伸到支付、外卖领域，成为继阿里、腾讯之后，亚洲市

值第三的互联网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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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冬出生在 1978 年的天津。

这是高考制度重新恢复的第二年，这一年全国一共有 610 万人报考，最终录取 40.2 万人。

李小冬成长的年岁，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激荡的岁月。高中毕业之后，李小冬以优异成绩考

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系毕业，来到了这片被称之为“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

毕业后的李小冬没有从事技术相关工作，而是选择了加入摩托罗拉这家当时红得发紫的外

企，成为了一名人力资源经理。

21 世纪初的上海外企职位是让无数外人艳羡不已的美差，但对于李小冬而言，无论是摩托

罗拉还是后来的康宁，这些安逸职位并不能让他满意，反而让他陷入无名的焦躁当中。

2005 年，李小冬飞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当时女友（也是未来的妻子）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

礼。

在这场毕业典礼上，李小冬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偶像。

2005 年的夏天，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受邀来到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发表了那篇著

名的演讲——Stay hungry，stay foolish。

这场演讲是乔布斯生前最精彩的一次发言。坐在台下，李小冬被乔布斯深深震撼。接下来两

个月里，李小冬在 YouTube 上翻来覆去地观看这场演讲，也坚定了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决心。

随后，李小冬毅然放弃了国内的大好前程，申请了斯坦福大学的 MBA 项目，来到美国，一切

重新开始。

在李小冬来到斯坦福的第二年，通过同学的介绍，他认识了陈欧，一名同样正在申请斯坦福

MBA 的新加坡留学生。

陈欧比李小冬年轻 5岁，是个少年天才。他是个电竞爱好者，曾经在留学的南洋理工大学组

织了电竞协会，规模十分可观。

那是个《魔兽世界》游戏风靡全球的年代，国内的浩方对战平台刚刚崛起，新加坡市场还是

一片空白。陈欧看准了这个机会，大学期间就创办了在线游戏对战平台 GGgame，让横跨欧

亚大陆的玩家可以直接在线竞争。

GGgame 在新加坡几乎是一炮而红，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蜂拥而至，公司以惊人的速度爆炸

式增长。

与此同时，竞争对手如影随形，新加坡涌现出了一大批与 GGgame 类似的游戏平台。

由于陈欧与创始团队几乎全都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学生，在融资屡次碰壁下，陈欧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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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斯坦福大学 MBA 的计划，原因非常单纯——当时的他与团队都认为，投资人之所以选择

支持竞品，是因为对方创始人团队的 MBA 背景。

GGgame 的成功让陈欧的 MBA 面试非常顺利，在拿到录取通知后，他很快结识了李小冬。

对游戏的共同爱好让二人在聊到 GGgame 时几乎一拍即合。很快，李小冬以联合创始人的身

份加入了 GGgame 团队，并最终担任了公司 CEO，负责商务与团队搭建，持股 30%；陈欧作为

创始人，持股 35%。

李小冬的加入确实让 GGgame 成功获得了融资，发展速度更上了一个台阶。据称天使投资人

是李小冬妻子的同学。

但接下来的走势开始不妙。陈欧与李小冬之间开始逐渐出现分歧，公司从内斗走向分裂，并

最终造就了中国互联网创业历史上的一次声势浩大的隔空骂战。

2008 年，陈欧以 70 万美元将自己的所有股份卖给了李小冬，离开了 GGgame，并在 2009 年

MBA 毕业后回国创办了聚美优品。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在聚美优品 2014 年上市期间，一篇名为《JMYP 的 C 公子》的匿名爆料文章开始在

网络传播。文中，作者自称是曾经与陈欧打过交道的 VC，并表示陈欧的 GGgame 在李小冬加

入前只是一个“壳公司”，陈欧在创业没几天就甩手离开新加坡去往美国读书，并在后来主

动找到李小冬，表示自己“需要用钱”，在公司还没有实现任何盈利的时候将 35%的股权套

现成 70 万美金，潇洒离场。

版本二，上文发布后，聚美优品联合创始人、GGgame 元老员工、陈欧在南洋理工的大学同

学刘辉发表名为《陈欧和我怎样从 Garena 被迫出局——我和“Forrest Li”不得不说的故

事》的万字长文，直斥上文处处篡改历史，抹黑陈欧，并表示当年李小冬以各种手段夺下

GGgame 的控制权，并将陈欧和一众创业元老排挤出了公司，并逼得陈欧最终贱卖股份，含

恨离开。

两位当事人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过任何一个版本的故事。

2009 年，陈欧离开后，李小冬选择了继续留在新加坡，并清算了 GGgame 的游戏对战平台业

务，将公司改名为 Garena，开始了一次彻底的转型。

有关陈欧的是非暂且放在一边，这次决定，将直接影响公司未来多年的命运。如果没有这次

转型，李小冬可能只会是万千科技创业者中的平凡一员，GGgame 也只会像浩方、联众一样，

成为昙花一现的游戏对战平台，爆红之后迅速被遗忘。

当时，《魔兽世界》《DOTA》等游戏的热度开始下降，对战平台逐渐没落，其他网络游戏却

依旧火爆。押准了时代脉搏的李小冬决定，公司应该专注代理网络游戏发行业务，并立志将

Garena 打造成东南亚最大的游戏发行平台。

2009 年，Garena 首次试水多人在线射击游戏《Black Shot》在东南亚的代理与发行，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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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非凡成功。

由于东南亚市场网络基础建设薄弱，住宅宽带普及率极低，网吧成了大型游戏的分销重镇，

也成了决定一款游戏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

深谙东南亚市场规则的李小冬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网吧地推军”，在各个网吧进行线下点对

点推广，最终在整个东南亚形成了一张高达 7万个节点的关系网，带来了一骑绝尘的渗透率。

作为一个中国人，李小冬把东南亚市场翻来覆去地研究得异常透彻，真正做到了比东南亚人

还懂东南亚人，这是 Garena 的制胜法宝，也是李小冬未来称霸东南亚的绝招。

2010 年 5 月，Garena 拿到了来自国内游戏巨头腾讯的投资——但重点不是钱。

在李小冬的多番努力之下，腾讯最终批准了将爆款游戏《英雄联盟》的东南亚独家代理权交

给了 Garena。

收到《英雄联盟》制作方董事会批准代理权的消息是在早晨 6:30，半个小时后，李小冬就

激动地冲到办公室，手心颤抖地在代理协议上签下了大名。

对于游戏平台而言，一款爆款游戏足以改变整个市场的竞争格局。

在随后的几年里，Garena 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游戏发行商，陆续拿下了《鹿鼎记》

《火瀑》《地下城与勇士》等知名游戏，并将版图从新加坡不断拓展到台湾、马来西亚、越

南、菲律宾、泰国和印尼，成为新加坡第一家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互联网独角兽，成长为

足以垄断游戏市场的“东南亚小腾讯”。

但称霸游戏市场并没有让李小冬得到满足。他不仅要做“东南亚小腾讯”，还要做“东南亚

小阿里”。

2015 年 6 月，李小冬领兵杀入电商市场，推出了日后大火的“东南亚版淘宝 App”——Shopee

（中文名“虾皮”）。

李小冬的这个决定，腾讯自然是支持的。在国内一直没能啃下电商这块肥肉，腾讯始终对此

耿耿于怀。

Shopee 是款从功能到配色都与淘宝高度相似的电商平台。发布之初，它借鉴了淘宝当初的

做法，对买家卖家都实行免费政策，一时间吸引了大批初始用户。

到 2018 年第四季度，其复合增长速度达到了 GMV 季度 40%、单量季度 36%，几乎称得上是“横

冲直撞”，迅速从默默无闻冲到了第一梯队。

事实上，东南亚一直是阿里电商业务出海的重镇，早在 2012 年，阿里就在泰国曼谷开设了

第一家海外电商学校，并在此后多次进行金额过亿的投资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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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阿里更火速斥资10亿美元收购了由法国人皮尔·彭龙创办的东南亚电商一哥Lazada

的 51%股份，第二年又增资 10 亿美元将控股比例增加到 83%，形成了绝对控股。

论财力、资源、人脉，阿里都是李小冬创业路上最强大的一个竞争者。Lazada 早在 2012 年

就创立了，比 Shopee 抢跑了三年多，有着雄厚的用户积累。如果 Lazada 趁此机会大举反扑，

尚且稚嫩的 Shopee 将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李小冬比竞争对手都更深刻地理解东南亚，理解它那特殊、神秘而又令人着迷的复杂

生态。

东南亚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组成，其中有 11 个国家。虽然都包含在“东南亚”这个范畴

里，但各地之间风土人情、市场定位、消费水平，甚至物流水平都大不相同。

举个例子，泰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人口总数超过 6900 万人；邻邦新加坡却是个高度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人口尚不足 600 万人；而单是印尼一国境内就有 580 种语言，数百个民

族，总人口数高达 2.62 亿人。

在经济、种族、文化、信仰包罗万象的东南亚，只有真正了解她的人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个人就是李小冬。

深耕东南亚市场多年的李小冬将东南亚 11 国的本地化运营运用得炉火纯青。

比如，在印尼，Shopee 为了迎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推出了专门的伊斯兰产品和服务；

在网络文化发达的泰国，Shopee 不仅聘用当地网红宣传带货，还在 4.13 泼水节等重大节日

灵活配合促销活动；

在消费水平较低、注重性价比的马来西亚，Shopee 常年使用高价折扣、“全网最低”的促

销手段；

在 2017 年上市前夕，李小冬甚至把公司名字从 Garena 改为了“冬海集团”，英文是 SEA，

取自 South East Asia 的三个首字母，以致敬整个东南亚市场。

2019 年，在其他东南亚电商竞争平台反应过来之前，Shopee 已经追平了具有超强先发优势

的 Lazada，并在部分地区实现反超。

到了 2020 年，Shopee 更是一骑绝尘。据 APP Annie 数据，2020 年前三季度，Shopee 在东

南亚购物 App 总下载量、平均月活及安卓用户使用总时长等指标中均排名第一，在全球购物

类别仅次于亚马逊。

受游戏与电商业务的多重利好刺激，2020 年，李小冬控股的冬海集团股价从 40 美元左右一

路飙升到了 200 美元区间，公司总市值正式踏入千亿美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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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 2021 年，在 Q1、Q2 财报的多番利好刺激之下，2021 年冬海集团股价一路创下历史

新高，终于在 8 月 31 日突破 338 美元，将李小冬送上了新加坡首富的位置，冬海集团也超

越京东、美团、拼多多，成为全亚洲市值第三的互联网巨头。

如今，在称霸了整个东南亚市场之后，李小冬还是没有停下脚步。

从 2019 年开始，冬海集团不断将触手伸到拉美地区，Shopee 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巴西等国

家，力求在拉美这片同样年轻、同样复杂、同样快速增长的新兴热土上，复制来自东南亚的

传奇。

而在新加坡，李小冬只是中国移民富翁的一个代表。从海底捞张勇夫妇、迈瑞医疗李西廷，

再到李小冬，中国出身的企业家近几年轮番霸榜新加坡首富。在这些顶级企业家之外，那些

发迹后移民新加坡的不知名企业家，名单想必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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