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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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东部新城开投债券投资集合信

托计划
国通信托 7.1 2

重庆市綦江

区

重庆市綦江区东部

新城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顺鑫 230 号（永续债）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 1期）
华鑫信托 7.65 2

江苏省连云

港市海州区

江苏海州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1欣盈添金1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天津信托 7 1.08

山东省潍坊

市诸城市

诸城泰石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城建债券投资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六期）
长安信托 7 1.5

山东省枣庄

市滕州市

滕州市城市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长盈 12 号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6期）
陕西国投 7.75 2.33

陕西省宝鸡

市金台区

宝鸡市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任兴集团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长安信托 7.25 2

山东省济宁

市任城区
任兴集团有限公司

创元 35 号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7.35 2

陕西省西安

市西咸新区

西咸新区大城物联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顺鑫 253 号（永续债）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 1期）
华鑫信托 6.2 0.5

江苏省扬州

市江都区

扬州市江都沿江开

发有限公司

乾鑫 21057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中铁信托 7.3 3

云南省昆明

市盘龙区

昆明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QY·JQ253 号（宁国建投）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一期）
XX 信托 6.6 2

安徽省宣城

市宁国市

安徽省宁国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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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2021.12.12）新产品“2021 欣盈添金 12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

资金用于向借款人“诸城泰石” 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本项目融资人为诸城泰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期限 13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6.5%至 7.5%，

诸城安邦建设有限公司为本信托计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诸城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提供

差额补足。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重要区县级平台项目，行政级别一般。

2、项目融资人诸城泰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4.3 亿，私募

债 4.3 亿，占比 100%；授信额度 26.19 亿，未使用额度 7.38 亿。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

短期有息债务 22.08 亿，长期有息债务 40.65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另外一家重要城投平台诸城安邦建设有限公司保证担保，担保方主体评

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9.3 亿，全部为私募债；授信额度 16.75 亿，未使用额度 4.67 亿。截

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20.43 亿，长期有息债务 29.72 亿。

4、项目拥有同地区另外一家重要城投平台诸城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提供差额补足，诸城市

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24 亿，全部为公募债；授信额度 95.23 亿，

未使用额度14.59亿。截止2021年 06月 30日，短期有息债务94.30亿，长期有息债务115.26

亿。

5、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同地区 6 个城投平台中，AA+城投平台 1 个，AA 城投平台 3 个。

6、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 2020 年在山东省潍坊市 12 个地区中，经济实力及财政实力排名均

第二，如下表 1：

表 1：山东省潍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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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市 786.60 1 寿光市 93.76

2 诸城市 652.76 2 诸城市 60.52

3 青州市 564.75 3 高密市 50.51

4 高密市 510.25 4 青州市 48.07

5 昌邑市 450.40 5 昌邑市 32.42

6 昌乐县 330.30 6 昌乐县 26.13

7 安丘市 329.83 7 安丘市 25.99

8 临朐县 321.80 8 奎文区 24.37

9 潍城区 307.64 9 寒亭区 22.17

10 奎文区 303.27 10 潍城区 21.76

11 寒亭区 228.41 11 临朐县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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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坊子区 179.86 12 坊子区 16.10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0 年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 GDP 为 652.76 亿，在山东省潍坊市 12 个地区中排名第二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0 年为 60.52 亿，在山东省潍坊市 12 个地区中排名第二位，经济实力

及财政实力较强。2020 年诸城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55.79 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56.10

亿，债务率 76.19%，债务负适中。

综上，该项目的风险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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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2021.12.12）共有 383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94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89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51 款，

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27 款，投向金融领域 125 款，工商企业领域 22 款，基础产业领域

77 款。本周共计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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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标

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5%。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75%，房

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9%，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5.2%，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

均收益率为 6.99%。本周共有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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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2021.12.12）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为 28 款。其中，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20 款，较上周增加 2 款，发行规模为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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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上周增加 3.58 亿元；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8 款，较上周

持平；成立数量为 25 款，较上周减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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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较上周上调 0.91 个百分点。本周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49%，

较上周大幅下调 0.1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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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款，其中，固收类的有 19

款，混合类的有 4款，权益类的有 1款，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的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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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分产

品类型看，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92%，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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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风险等级概述

本周 R2 风险等级产品有 15 款，其中固收类的 15 款；R3 风险等级产品有 6款，其中固

收类的 4款，混合类的 2款；R4风险等级产品有 6款，其中混合类的 2款，商品及金融

衍生品类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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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2021.12.12）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713 只，较上周环比

上升 2.74%。共 224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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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策略全部回暖。其中相对价值策略涨幅较大，上涨

1.33 个百分点；其次股票策略上涨 1.32 个百分点；债券策略收益微涨 0.1 个百分点。整体

上依然是事件驱动策略领跑，近一个月收益高达 6.06%，股票策略收益排名第二，为 3.12%。

而 CTA 策略收益仍为负值，尚未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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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只产品，环比上升21.05%。

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103 只，创业类基金备案 127 只。截至本周五下午，投资、上市和

并购事件共 158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496.42 亿人民币，环比下降 2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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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及电子设备三大领域。从披露

金额上看，本周生物技术/医疗健康领域发生的投融资金额较大，该领域主要融资额来自 12

月 10 日，凯莱英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841.54 万股，

发行价格为 388.00 港元/股，总募集金额为 71.45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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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MOM 基金是什么，它与 FOF 基金有何区别？

文/资本邦

MOM(Manager Of Managers，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是一种较为新兴的资产管理策略，始于上

世纪末，美国罗素是 MOM 的创始机构。

具体来说，MOM 模式是指该基金的基金经理不直接管理基金投资，而是将基金资产委托给其

他的一些基金经理来进行管理，直接授予他们投资决策权限，MOM 本身的基金经理仅负责挑

选和跟踪监督受委托基金经理的表现，并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更换。

简而言之，MOM 是找最优秀的投顾组成团队、分配资金、操盘投资，既发挥团队力量，又不

限制个人风格。

一个好的 MOM 基金管理者，需要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有资产配置方面的专业人才和能力，要理解底层资产，对各类资产比较熟悉；

二是对管理人有深度理解，对被投资的底层产品和基金经理有可量化的考核和评价体系；

三是有完善的风控制度，能防范内部利益输送事件的发生。

MOM 与 FOF 的不同

有一些投资者会将 MOM 基金与之前的文章中介绍过的 FOF 基金混淆，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很

多不同之处的。

一.管理的标的不同

MOM 基金直接投资于基金经理，通过将母基金产品的资金分设为多个子基金，每个子基金委

托一位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来管理，实现了资产管理由“产品的组合”向“基金经理组合”的

转变。

FOF 基金以“基金“为投资标的，通过一个委托账户下持有多个不同基金，与投资单只基金

相比，FOF 基金是“产品的组合”，其潜在优势在于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可以实现更优的风险

收益比。

简单来说，MOM 投资的是优质基金经理，FOF 投资的是优质基金产品。

二.投资策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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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 模式的管理者对投资策略和风控的影响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更注重基金经理的配置，

将投资决策更多的交给基金经理。管理者负责大类资产配置并挑选、分配基金资产给其他被

雇佣的基金管理人，同时监督其后续表现并及时调整。

FOF 基金经理注重资产配置，管理者负责制定整个 FOF 产品层面的投资策略与投资目标，但

每只基金的具体策略 FOF 基金的管理者是不负责的。

三.风险分散的方式不同

MOM通过不同基金经理的不同投资策略来分散风险，而FOF通过不同基金的种类来分散风险。

四.收费方式不同

一般来说，MOM 基金通常是子、母管理人共享管理费。FOF 基金多是双重收费，即 FOF 子、

母基金均收取管理费。

MOM 基金适合哪些投资者

投资者需要考虑自己的收益预期、风险偏好和投资期限。由于波动性降低，收益曲线更加平

滑，MOM 更适合资金量较大、风险偏好偏低的投资者。从预期收益率来看，其风险/收益特

征适中，不太适合偏进取型投资者。从投资期限来看，更适合中长期投资者。

如何避免落入花式理财的坑？

文/中国基金报

近年来理财产品新花样层出不穷，自然也是良莠不齐，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因为缺乏对理财产

品的分析能力，在销售部门的强劲推销下，有些人心一软，就下单买了。殊不知其中有很多

产品本身就存在明显的瑕疵，如果拥有足够的分析能力，是可以避开这些坑的。以下就介绍

几个方法，掌握了它们，虽不能拥有火眼金睛，也能获得一些识别陷阱的办法。

方法一 分清权益、固定收益

在销售机构的宣传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年化百分比”的说法，其中有些投资收益相当不错，

因此投资者听完就欣然掏钱购买。不过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着急。有些宣传可能存在很大

的错误诱导。

比如有投资者曾拿着一只股权投资类产品咨询，宣传资料在显要位置写明“年化 15%”，投

资者非常心动。笔者提醒这位投资者，股权投资类产品不是固定收益类，一般来说，收益必

须在股权退出之后，才可能兑现，退出时能否赚钱，都是未知数，此类产品在发售时，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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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诺收益的。所谓的年化 15%，只是同一家管理公司的另一只产品退出之后的收益。大家

也很清楚，同一个投资人，不同的年份收益是完全无法复制的，因此这个“年化 15%”完全

不具参考意义。

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必要分清楚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及股权投资类的产品的差别，固定收益

类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每年、每月、产品到期时……）固定支付收益，只要发行者不违约，

投资者就可以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而权益类、股权类产品则无法承诺未来的收益，权益类

的代表就是股票投资，根据监管者的要求，权益类、股权类产品销售宣传也不能承诺收益。

因此，如果有销售跟你说某只股票型基金未来年化收益能到 10%，请果断转身而去。因为这

位销售要么不专业，要么正在忽悠你。

方法二 对比货币基金收益法

2017 年，有不少投资者掉进了“消费返利”的坑。以曾经很流行的消费返利的网站为例，

这个“互联网金融”的模式是这样的，消费者通过平台消费 1万元元，除了获得商品，还可

以获得 10000 个平台积分，1 积分=1 元现金，但每天只能取现万分之 5，即 10000 元，第一

天可得 5 元；第二天因为转换了 5积分，剩余 9995 积分，继续取现万分之 5，即可得 4.9975

元……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第一天返利万分之五，即为 5 元，第二天返利 4.997 元，逐日递减，在

投入 1年之后，网站每日支付给投资者的资金仍超过 4元，每日光是支付给投资者的返利，

就是普通货币基金收益的 8 倍以上。别忘了它还要实打实给投资者一万元的产品，所以这个

简直是完不成的任务。

普通货币基金过去一年收益为 2%，以其收益 8 倍来计算，投资返利网站，光积分取现，年

化收益已超过 13%，这样的年化收益，不仅远远超过银行理财，也超过了大部分的信托产品。

做什么样的生意能稳赚这么多？

在这个分析上，我们用了对比普通货币基金收益的方法，普通货币基金的收益，可以视为无

风险收益率，也就是违约率最低的收益率，如果一个产品投资收益是普通货币基金的 8倍，

却想如同普通货币基金一样无风险即可获得，那是非常难做到的。因此理智的投资者不应该

贸然参与。

方法三 追问经营模式 看不懂不投

近年来，花样百出的理财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很多产品结构复杂，也有很多新名词，

怎么对待此类产品呢？

首选明确一点，看不懂的不要投，一些理财产品结构非常复杂，就算是很多专业投资人也被

绕晕，对于投资者来说，必须回到常识，回到商业模式本身，若其中存在明显的疑点，那就

谨慎一点为上。一门生意，如果根据你的常识判断，大概率很难赚钱，那还是不要投资为妙。

同样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融资，同样必须回到投资经营的本质去考虑问题。不少投资者看到

以往一些项目上市后厚实的利润，因而对股权投资项目特别乐观，需要注意的是，股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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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每一家投资未必都能上市，投资者还要考虑万一上不了市，该怎么办，因此还是要回

到企业本身，认真筛选企业，或者选择优秀的投资机构。

方法四 不要迷信投资大师

近两年有一些投资者纠纷令人惋惜，不乏一些知名的投资人与他们的粉丝对簿公堂，或是在

社交媒体隔空对骂。其中不少持有人还是高净值客户。仔细分析这些纷争的细节，就能发现，

“过于信任所谓的投资大师”、“未经深思熟虑就委托理财”是引起纠纷两大主因。

实际上，近年来无论从银行还是券商，都更喜欢为过往业绩较好的资深投资人发行产品，因

为有“粉丝”效应，募集速度能够更快一些。但这些投资大佬的收益真的就能一直保持领先

于市场的水平吗？其实还要取决于市场风格和大佬的投资风格是否契合。就像擅长投资消费

品的投资人，遇到成长股行情，往往就会跑输市场。这个时候，原本对他十分信任的粉丝可

能会对他的业绩很不满意。如果市场一直无法轮动到大佬擅长的风格，基金业绩难免不如人

意，这个时候一些粉丝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赎回离场。

所以当你遇到以往给你赚钱的明星投资人发行产品时，最好冷静分析他成功的原因，并对后

市有一定的判断，适当调低期望值。因为市场环境不可重来，过往的投资业绩并不能完全复

制。

另一方面，投资人最好也要谨慎对待委托理财，特别是喜欢炒股的投资人，经常会在营业部

遇到一些“操盘手”，一些投资人选择把资金委托“操盘手”进行操作，后期收益分成。实

际上这样的委托理财操作后期经常引起纠纷，因为委托往往很仓促，而股市瞬息万变，在某

些时候，操盘手的操作未必是按照委托人的本意进行，而有时候出现巨额亏损，操盘手无法

兜底，难免出现纠纷。也有些操盘手本身有道德瑕疵，甚至用委托人的资金为别人“接盘”，

所以说，委托投资就是打开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开始之前一定要慎重。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北大硕士毕业后开米粉店，如今身家 5 亿：张天一

文/朱小鹿

一名湖南小伙子，从北京大学的法学硕士毕业后，他居然拿着仅有的 7万块钱，开店卖起了

米粉。

店里一碗米粉把来访的记者辣得一头汗，而他的话，就像他米粉里的朝天椒一样，自负到让

人觉得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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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问到：“有湖南常德的客人过来说不好吃吗？

他轻蔑地说：“不懂行的人，总是有的嘛。”

记者又问，你为什么把店开到国贸？

他说因为在国贸，人都被同化了，你不是二傻子，你叫 Merry ，都穿的人模狗样的，不说

人话。老子就要在这里卖米粉。

采访气氛一度很紧张。

他就是张天一，北大硕士、90 后创业者、被董明珠骂他不务正业的高材生。

2014 年，张天一被选为 90 后创业代表， 登上《新闻联播》，2015 年，国家领导人亲自到

店视察。国外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他曾一度觉得完了，谁知靠着新模式，重新崛起。

如今他开店刚过去 6年，身家高达 5 亿，开了 100 家米粉店，商业版图越扩越大。

01

其实张天一的叛逆，是有章可循的。

1990 年，张天一出生在湖南常德，奶奶那一辈就是大户人家，但是叛逆的奶奶打破了封建

世俗，而这份叛逆似乎遗传给了他。

湖南自古盛产辣椒，在张天一看来，吃了辣椒火气大，火气大就匪气重。

这两个特性张天一都有，还被加持上了文化，碰撞出现在的张天一。

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文化家庭，爸爸是一名医生，妈妈是一名律师。

父母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经常会买各种书籍给他。什么样的书他都看，高中期间读完了二

十四史。

他也很喜欢郑渊洁的书，长期的熏陶下，张天一觉得人不应该只是一个大众的人，需要特立

独行，才能成为天下的唯一，这简直很对自己的胃口。

爱好读书的他，更是吸收了文人一身傲骨。

喜欢标新立异的他，并不是没有栽过跟头。

14 岁的时候，他被送去深圳上中学，学校考试的试卷，他从后面往前面做，他说：“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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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一定是让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但是结果可以向而知，考的并不理想。

高考也不放过，他想：“搏不了状元，但是可以搏个单科状元。”

高考时，张天一由于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作文得了零分，与北大失之交臂，转而去了北京

外国语学校。

他开始马不停蹄丰富自己的阅历，是因为一直有个问题在困扰着他，要怎么活？不能让自己

成为一个平凡的人。

他积极地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和辩论，进校不久他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学习之余他开始写各种文章，任过《潮声》的主编，是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地产》栏目

的特约评论员。

然而学校远远不能满足张天一的好奇，他开始不停地实习，体验不同的岗位。

他做过助理、秘书、前台等等，每个岗位不超过一个月，成为 HR 们最讨厌的好高骛远之辈。

他还摆过地摊，摆地摊这种没有规则的营生，将他的标新立异的天性开发出来。

他给自己的地摊取名为“张猛男耳机批发”。要知道，他瘦瘦小小的书生相，怎么都和猛男

搭不上边的，而这份标新立异确实让他获得不少客户。

为此他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络社群，每个买了耳机的他都会主动添加，前后加了几百人。

用大学室友评价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挺能折腾的。”

赚够了钱后，大四那年，他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饮公司，主要就是在学校周边卖饺子，在

北京魏公村和五道口小有名气。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守着这家餐饮企业的时候，他毅然而然将店面转让出去。

随后开启了他的游历人生，他先后去了台湾幸运大师佛光山，北京龙泉寺，陕西钟南山，河

北柏林禅寺。

他不停地找寻答案。

大学毕业后，开始考研之路，作为学霸的他，毫无悬念的考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北大，法学

系。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张天一没有闲着，抱着对文学的爱，再加上自己的佛学经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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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出 90 后禅学。

法学院就读期间，张天一被评选为北大演讲十佳，并代表北大参加北京市大学生演讲比赛，

还获得冠军。

同时，他也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秘书长。

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全国 40 多所知名高校，与同龄人进行了分享。

每天过得忙忙碌碌都没有找到答案，他只能按着常规的路朝前走，开始求职之路。

02

他说 99%的大学生一毕业，就要被这个社会的规则毒打一遍。打破规则是要先去了解规则，

他不是没有找过工作。

24 岁，张天一带着自己出版的《90》参加了《非你莫属》。

他要找的是一份图书策划类的工作，现场就有对标的龙头企业。

老板陈晓军说，以你的经历和才华，想找到图书策划的工作并不难，你为什么要到《非你莫

属》来，是不是为了营销？

他说：“因为北大校招没有相关的招聘。”

陈晓军说：“可以去网上投啊?” 接着意味深长笑着说：“你今天的行为，确实会让你的书，

多卖 5000 本。”

被人戳穿后，他面露难色，只能说些假大空的话。

最终，张天一选择了：“谢谢，再见！”

他内心其实也很纠结，学了 6年法律，放弃吗？不放弃，难道真的要成为格子间的一颗棋子？

很早之前，他看过一个关于寿司之神的纪录片，那是日本的一个老头，捏了 80 年的寿司，

被人奉为神话。

这个纪录片他反复看了十几次，大为震撼，然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神话。

北京有一家卖常德米粉的夫妻小店，张天一经常去吃，吃着吃着他发现这家小店的翻台率还

挺高的。

他想创业卖米粉，可是他此时被文化束缚，北大毕业卖米粉？自己都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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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找到自己的导师吴老师，然后得到了答案。

回到家他看着桌上的地球仪，一直看了三个小时，发现毕业所有的问题和烦恼，在地球仪上

看不出来。

没有 500 强，没有国贸，没有公务员，也没有社保，他认为要干一件在这个蓝色星球上，或

者在比你生命更长的维度，发出一些光亮的事。

心里的包袱被卸的差不多，他截胡了拿到美国高校 MBA 全额奖学金的宋硕，拖上表弟和另一

个同学，四个人凑了 10 万块钱，开始了风风火火的传奇创业之路。

开业那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哪怕是去当皇帝，也是世界上最

无聊的事。”

张天一特立独行的性格，也注定他的米粉创业之路，将与众不同。

03

2014 年，张天一 24 岁，他决定认真卖米粉，不会就学。

他回老家吃了 134 家粉店，一天吃十几碗，吃得菊花喷火，终于在很偏的巷子找到一家觉得

很不错的店。

说明来意之后，店家并不愿意教他，为了让店家点头，他反复去了好几次，店家看到诚意后

才点头同意。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量化，用小勺一勺一勺地称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时最有名

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可销售的雏形，才慢慢显现出来。

他的第一家店开在北京的世贸，之所以开在这里，其实也并不是要和世界对抗，因为是和钱

对抗。

为了找了性价比更高的店，他每天都会打 300 个电话，直到耳鸣才会停止。

当时的环球金融中心的一个转角的位置，虽然位置不好，但是租金便宜，还没有转让费，这

让张天一觉得很窃喜。

虽然知道之前开过的三家店都倒闭了，还是承接了下来，为了节约成本，座椅都是捡的上一

家奶茶店的，简单地刷了一下，就开始营业了。

虽然是信心满格，但一天下来人都见不到几个，更不谈客户了。

有一次店里有一个客人，简直成了他们的 Vip，几个人都陪着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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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客户不多，他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口碑。

每天早上四点，张天一都会骑着载重王去十里河采购，回来熬汤，用他的话说：“就是用生

命来熬汤。”

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导致了一个失误，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那天店里还是零星的几个客人，

但是米粉都没有吃完。

张天一尝了以后发现，坏了，太辣了，原来自己早上的辣椒买错了，买成了魔鬼辣，他想完

了，今天肯定有差评。

但误打误撞的是，客户居然说常德米粉就是辣得爽，点赞。就这样，经过顾客考验的霸蛮米

粉诞生。

可是，那时他们账上还剩差不多 4万块钱，一盘算，这么下去，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倒闭。

几个合伙人想，这样不行啊，总得做点什么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不如索性就把这 4 万块钱拿出来，大约还够免费请 2000 个用户吃粉，先拉流量和口碑。

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张天一还是注册了 50 个账号，25 个帅气小哥哥，25 个是小姐姐。

然后在网上搜索“北京”、“湖南”、先找到符合条件的用户，成功联系上 2000 个在北京

的湖南用户，邀请他们到店里试吃。

当时张天一想的是，如果客户不买账，我们就只有倒闭，宋硕就去美国吧。

出乎意料的是，有几千位顾客体验完之后，顾客终于多了起来，他们越来越忙，也没有时间

去陪客人聊天了。

为了纪念这段难熬的时光，他们专门拍摄了《灵魂粉馆》的品牌片子。

随后，张天一写了一篇文章《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去卖米粉》，没想到转发量很高，将他的米

粉店推向了更高的台阶，各个媒体争相报道。

张天一开始参加各种创业论坛，霸蛮米粉开始呈现出一发还不可收拾的势头。

最高峰的时候，37 平米的小店创造了日翻台 20 次，一天营业额 2万元的记录。

04

有一次霸蛮迎来了一位客人，张天一亲自去送餐，这个人就是知名的投资人徐小平。

对方劈头盖脸的问张天一，你为什么要去卖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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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他回答，徐老师就抢先一步说，因为你爱，你 LOVE IT ，我要投资你。

高调为自己代言的张天一，早就得到了徐小平的关注。

在徐小平眼里他虽然桀骜不驯，却在埋头干实事，和那些只会说空话的轻浮年轻人不一样。

就这样，张天一得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这笔钱不仅打开了局面，也让张天一醍醐灌顶。

他想，湖南常德 5 块钱一碗，夫妻老婆店卖的米粉，还能做成星巴克？要不然自己好好分析

分析。

慢慢的，他发现，这碗米粉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可以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饮食符号，太伟大

了。

2020 年，张天一霸气地说，要开店一直开到大年三十的除夕夜。

谁知，迎来疫情的当头一棒，差点一棒子拍熄火。

疫情爆发，急速狂奔的几十家米粉连锁店，刹不住车，一天两百万元的房租、人员成本等固

定支出，让张天一觉得，好像身上扛了一座珠穆朗玛峰。

公司财务告诉他，2周后，现金流就会断掉，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一个人走到中关村购物中

心的门店，黑着灯，商场里回荡着物业播放的“精准防疫，请配合扫健康码”的单循环喇叭

声。

他就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看着空无一人的商场发呆，就像开第一家店时那样的一筹莫展。

其实自己失败了并不可怕，因为他满房子堆砌的书，足以让他笑布衣、傲王侯。

但是公司不能输、不能倒闭，因为不是他一个人的。

那时候，脑子里突然跑进来一句中国的老话：“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他盘算了下，又做了个决定，这次的决定是，品牌直播。

必须在 2 周内，要由一家线下连锁企业，变成一个在线上生存的公司。

这是唯一的出路，必须用尽全力，拼死一战。

张天一立刻把团队几百个伙伴召集起来，自愿报名，团队被分为两个小组，有颜值的就去火

神山小组，个个摇身一变成为主播，每天接力直播 20 个小时。

另外一个颜值不足以抛头露面的就去找李佳琦、薇娅、罗永浩、汪涵、汪峰这样的外部明星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主播来带货。

整个 2、3、4月疫情高峰期间，整体直播超过了 1000 场，最后算下来 2020 年整体业绩不仅

没有下降，反而比去年增长了 100%。

那是他们背水一战的结果。

谁不是一边流血流泪，一边向前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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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张天一扛过了疫情，连续完成了亿元人民币 B 轮和 C轮融资，钱已经不再制约，也不

用蜷缩在一个 37 平的地下商场。

现在的他，拥有 100 家装潢精致的体验餐厅。

品牌连续三年占据湖南米粉品类销售第一。

还成为首个入选哈佛大学商业案例研究库的中国快餐品牌。

今年 31 岁的张天一，经过了重重洗礼后，也变得更加稳重，不再是怼天怼地的样子。

他也终于不再纠结人到底该怎么活的问题，而更多的将注意力转移到每天怎么过的短问题

上。

知止而后定，团队和合伙人都说他脾气好多了。

不过，张天一的文人气息，也从来没有断过。

他的自媒体账号经常更新，而且大部分都是亲自执笔，有醉酒后的诳语，有创业的艰苦卓绝，

也有人生的感悟，也会和网友互动。

有网友在他的文章下面留言说：“天一兄，我现在去北京创业，做餐饮还来得及吗？”

他说：“永远来得及，永远热泪盈眶。”

是的，永远朝气蓬勃的朝前狂奔，即便是虫，也要做一只闪闪发亮的萤火虫。

创业的路还在继续，说不定有一天，他悟出了什么其它的想法，转头离开，也不足为怪。

因为这就是张天一，特立独行的张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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