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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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欣盈添金13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2期）
天津信托 6.85 1.25

陕西省西安

市新城区

西安沣东国际车城

发展有限公司

安泰06011号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A 类）
国元信托 7.2 2

山东省淄博

市张店区

淄博高新城市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泉熙 2146 期水发公用永续债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6 类）
中铁信托 6.85 2

山东省济南

市历城区

水发公用事业集团

有限公司

顺鑫 20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华鑫信托 8.1 3

江苏省盐城

市盐都区

盐城市盐州实业有

限公司

GL·创信 3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三期）
GD 信托 7.25 1.83

山东省聊城

市

聊城市兴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JQ251 号（青岛莱西）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一期）
ZJT 信托 6.75 2

山东省青岛

市莱西市

青岛昌阳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顺鑫 223 号（永续债）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 1期）
华鑫信托 7.1 2

江苏省扬州

市江都区

扬州市江都沿江开

发有限公司

西咸泾河发展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1期）
WK 信托 6.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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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泰343号西安高新金控可续期债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雪松信托 7 2

陕西省西安

市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恒润 24 号镇江风旅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6.35 2

江苏省镇江

市润州区

镇江市风景旅游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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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8-2021.11.14）新产品“顺鑫 223 号（永续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

托资金用于向扬州市江都沿江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永续债权式权益性投资，投资资金用于归还

金融机构借款。本项目融资人为扬州市江都沿江开发有限公司，期限 24 个月，预期收益率

为 7%至 7.2%，扬州龙川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扬州市江都区重要平台项目，行政级别一般。

2、项目融资人扬州市江都沿江开发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38.97 亿，全部

为私募债；授信额度 48.88 亿，未使用额度 14.6 亿。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

务 58.62 亿，长期有息债务 75.03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另一家重要城投平台扬州龙川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担保，担保方

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89.60 亿，其中私募债 54.80 亿，占比 61.16%；授信额度 388.15

亿，未使用额度 121.37 亿。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188.78 亿，长期有息

债务 242.60 亿。

4、江都区 2020 年在扬州市 6个地区中，经济实力排名第二，如下表 1：

表 1：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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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邗江区 1128.01 1 邗江区 60.11

2 江都区 1114.91 2 江都区 55.69

3 广陵区 843.48 3 仪征市 48.00

4 高邮市 838.18 4 高邮市 37.91

5 仪征市 815.05 5 广陵区 36.47

6 宝应县 763.04 6 宝应县 24.87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0 年江都区 GDP 为 1114.91 亿，在扬州市 6个地区中排名第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0

年为 55.69 亿，在扬州市 6 个地区中排名第二，经济实力及财政实力较强。2020 年江都区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94.86 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02.87 亿，债务率 69.90%，债务负担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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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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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1.11.08-2021.11.14）本周共有 336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

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201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35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42

款，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41 款，投向金融领域 132 款，工商企业领域 11 款，基础产业

领域58款。本周共计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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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标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4%。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38%，

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46%，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2%，基础产业类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为 6.97%。本周共有 82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31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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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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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8-2021.11.14）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为 26 款。其中，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量 21 款，较上周减少 1 款，发行规模为 20.14 亿元，

较上周增加 0.25 亿元；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4 款，较上周减少 5

款；成立数量为 21 款，较上周减少 9 款；期货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1 款。本周券

商发行集合资管产品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平均值为 5.41%，较上周大幅下调 1.76 个百分点。

本周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66%，较上周大幅上调 0.21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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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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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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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比较基准

概述

本周共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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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5.04%，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7%，权益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6.25%，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平均业绩

比较基准为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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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款，其中固

收类的 3款，混合类的 1 款，权益类的 1款；R4风险等级产品有 9款，其中混合类的 4

款，权益类的 2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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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8-2021.11.14）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495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14.15%。共 149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366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备案。本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仅事件驱动策略近一个月收益微涨，其余策略收益

回落。其中 CTA 策略下降的百分点最多，跌 0.84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收益为-0.71%，其次

股票策略下跌 0.68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收益为-0.42%。事件驱动策略收益虽有所上升，但

整体上还是收益最低，为-2.16%。稳健型的债券策略收益最高，为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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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只产品，环比上升11.17%。

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98 只，创业类基金备案 101 只。北交所开市在即，私募股权和创

投基金积极造势，赶在开市前完成产品备案。同时，北交所的设立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纽带作用，促进“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吸引了 PE/VC 等产业投资者。截至本周五下午，

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48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491.51 亿人民币，环比下降 6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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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三大领域。从披

露金额上看，本周航空领域发生的投融资金额较大，该领域主要事件为 11 月 9 日，中国东

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08.28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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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负利率时代，如何让财富继续保值增值？

文/销售有道

对于习惯储蓄的中国人来说，“负利率”三个字显然不可思议，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正在全球各国轮番上演。

有统计显示，2019 年以来，全球已经有 30 个经济体相继宣布降息，很多国家采取了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

2021 年 11 月 3 日汇丰银行存款利率 5000 元以下调成为 0%，5000 元以上为 0.1%，自持中国

出现第一家 0 利率银行，你觉得别的银行还会远吗？

什么是负利率？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去银行存钱，不但没有利息，可能还要倒付给银行一

笔钱。

负利率对我们最直接影响有两点：

一是钱存银行越来越不值钱，存在银行的利息赶不上物价上涨快，我们存银行感觉钱越来越

少，因为购买力越来越低；

二是影响我们投资大环境，理财收益越来越低。

业内人士指出，负利率现象趋于规模化、长期化、普遍化的背后，是对全球经济的暗淡前景

预期，以及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渴求。

为什么要买年金险？

①安全

比起银行理财产品、P2P 产品，投资者可能会遇到不保底的风险。但是年金保险不会，即使

保险公司破产，消费者的个人保单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②收益稳定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年金保险，都具备了保底利率。

③缓解资金周转不灵

年金保险具备保单贷款功能，最高可贷款 80%的保单现金价值，可以缓解资金周转不灵的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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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局。

年金险有什么用处？

①养老金

在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购买年金险，退休之后就可以稳定领取养老金。

②子女教育金

银行利率比较低，年金险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③财富传承

通过购买高额的保险，可以达到财富传承和合理避税的目的。

④保护私有

对于债务清偿、资产冻结、婚姻重组等事件的发生，保险同时存在保护个人私有资产的作用。

⑤强制储蓄

很多人的工资其实并不低，但是因为各种帮忙，各种人情，各种应酬，最后银行卡里并没有

多少钱。但如果购买了一份年金险，定时定期缴费，最后得到会更多。

哪些人适合购买年金险

①有养老规划的年轻人

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化用一下，对于养老，送给年轻人一句话：“壮年不

规划，老大徒伤悲”。一般到了三四十岁，就可以考虑考虑未来的养老问题。利用年金险为

自己谋划一个美好的晚年。

②准备给孩子做长远打算的家长

抚养孩子是一个漫长的周期，从孩子出生到独立，抚养、教育费用支出周期长、额度高。有

想法的家长会为孩子准备一笔“储备金”，无论是教育金、婚嫁金还是创业金，都是对孩子

未来的一份期许。

③目前收入很高，未来收入不确定的生意人

年金具有长期、稳定等特点。对于目前收入很高，未来收入不确定甚至有高负债风险的用户，

是一种很有保障的选择。尤其是缴费周期短的年金型产品，将未来收入状况不确定性的风险

在现在进行预防。将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方式。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④有闲钱，希望获得稳定收益的人

手里有闲钱希望获得稳定、安全、可持续的收益，可以选择年金型保险，因为年金型保险的

给付是写在保险合同中的，是十分安全有保证的。不过要注意，投保的前提是你的闲钱并不

急着用。

⑤有财富传承需求又担心财产纠纷的人群

希望将财富传承给指定的下一代，但是因为继承法的某些规定不能按照自己意愿来进行。年

金险可以通过指定受益人来实现。

⑥忍不住乱花钱的剁手党

电商的发展催生出了大批剁手党，一发工资，就急着去清空购物车，这样的剁手党，买个年

金险进行强制储蓄是好办法。以免人到中年，囊中空空。

年金险+保险金信托

生活需要稳定的现金流，但我们的收入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突发事件，导

致现金流吃紧，所以需要准备年金，提前给自己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年金险是最好用的调控现金流的保险产品，而将年金险接入保险金信托就可以达到财富永

续。作为当前备受青睐的财富管理与传承工具，保险金信托将保险与信托跨领域地结合起来，

让更多的客户既拥有了保险的保障，又享受到了传统意义上超高净值人群专属的家族信托服

务。

随着中国家族财富的不断积累，高净值人群日益增多，社会对财富管理的需求持续上涨，未

来以保险金信托为代表的财富管理业务缺口巨大，而保险金信托在延续家族掌舵人意志、传

承家族财富、凝聚家族精神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实现广大中产及以上人群的家族财

富传承需求。

近几年信托频繁爆雷，如何帮客户避开？！

文/殷烨

固定收益的信托产品，从我 2011 年进入银行工作，就非常受大家欢迎。因为收益率远高于

同期银行理财，年化 7～12%，本金安全，且收益固定。

我当时在支行工作，只要室外电子跑屏打信托的广告，总有客户上门询问并留下电话。我记

得 2012 年最忙碌的时候，我一个下午接待了 13 位客户抢购信托，每位客户 10 张纸质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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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客户抢购成功以后，我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来整理单据，再交给分行财富部。近几年都实

行了电子化单据，节省了大量后续工作。

一、信托火爆的历史背景

固定收益信托的火爆，源于 2000 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房地产长期繁荣，导致各

行业对资金的渴求，好项目很多，就是缺资金，当然付的利息就要高一些，募集资金、建完

项目、销售回款、还给客户本金和利息。

在 2015 年之前，信托产品暴雷，几乎从未听说，都是刚性兑付。但是近几年，每年都有信

托爆雷，而且一年比一年多。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了，先看大环境：以前 GDP 每年增速 8%以上，现在增速回落至 6%

左右；再看吸纳资金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以前老百姓刚需，需要买房，再后来炒房，造就了

庞大的市场需求。而近几年，国家号召房住不炒，买房赚钱收益降低甚至亏钱，对房子的需

求下降了。导致很多房地产项目，销售低迷，没有销售回款，哪来资金还给客户呢？所以，

信托爆雷频频出现。

如果你想在全球找类似的信托产品，未来印度或越南，或许是备选投资，它们必然会经历房

地产热潮，走我们走过的路。

二、我们的担忧

我记得是在 2018 年，我们几个老客户经理开玩笑说：这几年，咱们什么雷、什么坑，有的

见过、有的亲自踩过，唯独没见过信托暴雷。啥时候遇到信托暴雷，财富管理职业生涯中该

见的、就都见过了。

我们以前遇到的挫折，给大家聊聊：2015 年股灾、2016 年熔断、2018 年股灾，这是市场环

境不好。受市场环境和国家政策调整影响，遇到的具体产品有：

1、第一期股权产品年化收益 25%，再做的项目上市失败（证监会政策调整导致）；

2、业绩排名前三的私募股票基金巨亏 50%（基金经理原因）；

3、私募债券基金持仓债券违约......

我们经历了太多雷，就是没遇到过房地产信托爆雷。2019 年以后，市场上违约的信托产品

越来越多，我们当年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姜，还是老的辣，当年的我们，是多么的有远见！我自己都佩服的不行，当之无愧的全省

NO.1 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团队。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大家都各奔前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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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的应对措施

从 2017 年开始，总行信托产品供应减少，10 个客户经理排队分信托额度，一个季度能分上

一笔 100 万信托，而我有 60 多位私行客户，每月都有几千万甚至上亿资金到期，这 100 万

额度根本无法对接上亿资金。怎么办呢？我是这样做的：我把到期的资金，大规模转向净值

型理财、债券基金和对冲基金，回顾这几年，这样做下来收益率远高于信托，而且不会出现

暴雷风险。详细讲一下：

1、用标准化资产，代替非标信托，常用的金融工具有两大类：

（1）净值型理财和债券基金，90%债券+10%的股票基金，年化收益率大约 4～7%；

（2）对冲基金，50%股票多头+50%空头，年化收益率大约 5～12%；

因为近几年信托的收益率在 6～9%，净值型理财高的能到 6、7%，虽然收益浮动，但几乎没

有暴雷的风险。对冲基金，底层资产是完全标准化的股票、和股指期货，流动性好，如果市

场不好，本金最多亏损 3～5%，持有时间长一些，都能达到年化+5%以上。2020 年，我主要

选的 7、8 只对冲基金中，只有明汯、量桥表现一般，其他对冲基金，比如九坤、壹心、诚

奇等，2021 年年化收益率都在 12～20%之间。我的大部分私行客户，持有净值型理财和对冲

基金，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平均收益高于同期房地产信托。

2、如果能分到信托额度，也要注意风控，必查地理位置和周边建筑情况

因为有担忧，所以即使分到房地产信托额度，我都会上百度地图，查询项目的具体位置，通

过卫星图查看周边建筑情况是否密集，如果都是绿色的，则是绿地或郊区，就要避开。如果

周边建筑密集，属于人口集中区域，房子不愁卖，爆雷风险低。

除了一线城市的项目，总行也做二三线城市的项目。总行发过一个西安附近的房地产项目，

距离西安市不太远，属于卫星城，我查了地图，否决了，没有给客户推荐，可能这个项目运

作还是正常的，但因为没做，后期也就没再关注。

总之，对于房地产信托推荐，我是非常慎重的，而且多用对冲基金代替。我离职前盘点了一

下我的 90 多位私行客户，只有 4位客户持仓房地产信托，而且项目每季度都有利息返还，

运作正常。曾经持有信托的客户，资金都已经陆续到期并对接其他产品。

某银行发行了数亿华夏幸福的房地产信托，华夏幸福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郊区，位置偏远，所

谓的产业配套，不是一下就能建立起来，终于在近两年大规模违约。这家银行的某些支行，

支行行长不动脑子，给大客户配置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只要总行发行的产品

就推荐，不看项目位置，缺乏思考、相信房地产信托永远不会出问题、缺乏经验，把员工、

客户都带沟里去了，唉.....

做金融投资，经验很重要！以前经常听说：大夫，越老越吃香。其实，我想补一句：未来，

理财经理，也是越老越吃香！健康时不需要找大夫，而打理钱是我们每年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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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国家，尤其是欧洲，得 40 岁、甚至 50 岁才能做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因为他们经历了

多轮牛熊市，积累了至少 15 年的市场经验，才可以帮私行客户管理财富。

80 后的我们如此幸运，30 多岁就坐上了私行客户经理这个岗位，是因为我们赶上了大学扩

招、研究生扩招，知识结构更完整。赶上银行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对学历的要求，大力

培养，逐渐成长为业务骨干。去年我们几个老客户经理偶尔聊起，私行中心的客户经理，几

乎都是 2011 年、2012 年招聘进来的两批研究生。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全部成了业务骨干，

可惜，大家都散摊子了。

我在银行干了十几年，积累了一些投资教训和心得，去年拿了总行的铜牛管理人、今年拿了

金牛管理人，投资的框架和体系已经成型，各方面经验也成熟了，可惜我离开了。

我帮我的 90 多位私行客户，避过了这几年信托的爆雷，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19 岁闯荡厦门打工，今身价 88 亿：杨英

文/文荣，文赞，刘賁

“谁说女子不如男”、“妇女能顶半边天”。古往今来，都能找到无数鲜活的例子来佐证这

些名句。这个世界因为有女性而精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女人而美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

程中，在竞争激烈的经济圈里，越来越多的女企业家涌现出来。

近年来，随着“她经济”崛起，女性创客逐渐走到了时代前沿。其中，巾帼闽商是一道非常

靓丽的风景线。在她们身上，有着较之于男性更多的韧性。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厚重的书,

其中有辛酸,更多的却是精彩。

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胡润百富榜》这份榜单中，共有 2918 位企业家上榜。小

编通过对最新榜单研究发现，出生地在福建漳州的共上榜 10 位，分别是亿联网络的陈智松、

陈建荣兄弟双双上榜；万利达的吴凯庭家族；大博医疗的林志雄和林志军兄弟双双上榜；片

仔癀的王富济；新英才的杨英、兰春夫妇，科华伟业的陈成辉，卓越新能的叶活动家族，朱

煜煊、朱恒冰父子。其中，杨英为唯一上榜的女性企业家，堪为漳州第一女富豪。做时代的

先锋和楷模，为老百姓树立好榜样，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那么，杨英何许人也？

杨英的大概经历：15 岁在砖厂做工，每天赚 1 元钱；19 岁走出了红濑口，踏上平和县城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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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外界联接的省道，前往厦门打拼，曾给一户人家当过保姆，东家包吃包住，每个月给

21 块工资。

这位小学肄业生到厦门不到十年，她成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还把企业办到北京，拥有厦门、

北京的几家房地产公司。

31 岁时筹办厦门英才学校，占地 200 亩，位于杏林；

32 岁时学校开办，它是一所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十五年一贯制学校，厦门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之后还办了厦门国际学校和北京新英才学校；

33 岁起任厦门市英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36 岁在厦门投资特宝生物，进入生物制药行业；

38 岁至今担任北京英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39 岁投入 3000 多万元，建立伯赛基因转录技术公司，至今担任厦门伯赛基因转录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40 岁进入汽车行业，旗下波士集团已拥有 15 家梅赛德斯-奔驰汽车 4S 店及北京现代 4S 店；

50 岁投资高新科技企业幸福互动；

51 岁当选北京漳州商会会长，成为该商会创会 15 年来首位女掌门；

52 岁至今担任北京新英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57 带领特宝生物在上交所科创板 IPO 敲钟。

公开资料显示，杨英，1963 年 4 月出生，福建平和县山格镇高際村人，现任厦门特宝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北京新英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伯赛基因转录技

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厦门市英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英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

董事、法定代表人。2021 年 10 月 27 日，杨英、兰春夫妇以 88 亿元财富位列《2021 年胡润

百富榜》第 852 名。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一家主要从事重组蛋白质及其长效修饰

药物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国家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公司前身为厦门特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00 年 8 月 10 日，厦门特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厦

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1 月 17 日，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

所科创板上市，成为福建省生物医药科创第一股，杨英持有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比例为 33.94%；2021 年 10 月 27 日，特宝生物发布三季度业绩公告称，第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约 3.41 亿元，同比增长 69.46%；截止 2021 年 11 月 14 日，特宝生物 29.10

元/股，总市值 118.38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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