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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PRODUCTNEWS

每周高净值理财产品精选

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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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权-咸阳经开区股权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6期
长安信托 7.7 2

陕西省咸阳市

经开区

咸阳经开昇塬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银杏 2112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中铁信托 7.1 2
四川省成都市

龙泉驿区

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长秦 88号航天高技术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期
陕西国投 7.25 2

陕西省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航天高技术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顺鑫 309 号（永续债）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华鑫信托 7.2 2

江苏省盐城市

盐都区

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信海 3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山西信托 7.75 2
山东省济宁市

任城区

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

资有限公司

富诚 74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郑州

牟中发展）
百瑞信托 7.05 2

河南省郑州市

中牟县

郑州牟中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尚实信元 3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天津信托 7 1 重庆市长寿区

重庆市长寿区商贸物

流中心开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淮安市盱眙园区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A 类

国元信托 7 1
江苏省淮安市

盱眙县

盱眙经发市政建设有

限公司

内江集团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国通信托 7.2 2
四川省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021 苏盈 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期 渤海信托 7.2 2
江苏省盐城市

亭湖区

江苏新青洋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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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2022.05.02-2022.05.15）新产品“信海 3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金用于从

二级市场认购市中城投发行的“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本项目融资人为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期限 24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7.75%，任兴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融资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重要区县级平台项目，行政级别一般，平台地位重要。

2、项目融资人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40.70 亿，其

中私募债 25.50 亿，占比 62.65%；授信额度 83.37 亿，未使用额度 23.98 亿。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64.57 亿，长期有息债务 119.59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一家重要城投平台任兴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方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61.70 亿，其中私募债 61.70 亿，占比 100.00%；

授信额度 254.9 亿，未使用额度 109.57 亿。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54.07

亿，长期有息债务 235.84 亿。

4、2021 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在山东省济宁市 11 个地区中，经济财政实力靠前，如下表 1：

表 1：山东省济宁市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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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55 1 邹城市 84.18

2 任城区 592.06 2 任城区 75.45

3 兖州区 587.74 3 兖州区 49.72

4 微山县 428.47 4 曲阜市 25.47

5 曲阜市 402.88 5 微山县 23.28

6 梁山县 268.12 6 梁山县 21.82

7 汶上县 250.54 7 汶上县 18.26

8 嘉祥县 246.65 8 金乡县 18.21

9 金乡县 245.83 9 嘉祥县 17.52

10 鱼台县 219.55 10 鱼台县 12.53

11 泗水县 203.30 11 泗水县 12.26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1 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GDP 为 592.06 亿，在山东省济宁市 11 个地区中排名第二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1 年为 75.45 亿，在山东省济宁市 11 个地区中排名第二位，经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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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靠前。2021 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69.06 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70.13 亿，债务率 224.08%，债务负担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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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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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2022.05.02-2022.05.15）共有 463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95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268 款。本期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418 款，

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39 款，投向金融领域 197 款，工商企业领域 24 款，基础产业领域

158 款。本期共计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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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

标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82%。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25%，

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8%，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78%，基础产业类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为 6.87%。本期共有 148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49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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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款为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

等。

私募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期（2022.05.02-2022.05.15）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527 只，较上一周期

环比上升 25.18%。共 248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期成立，共 406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八大策略的近一个月收益整体下跌。整体上所有策略

近一个月收益均为负值，债券策略收益相对最高，为-0.14%；CTA 策略相对收益亏损较少，

为-0.98%；事件驱动收益垫底，为-8.70%；其次股票策略收益为-6.34%。今年来近九成百亿

级私募业绩亏损，获得正收益的大多为管理期货、复合策略和债券策略私募。幻方量化、淡

水泉资产、源乐晟资产等头部老牌百亿级私募亏损幅度均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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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期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 177 只产品，环比下降 1.12%。

本期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82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417.52 亿人民币。从本期 VC/PE 市

场发生案例数量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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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金融领域发生的单笔投融资金额较大，融资额来自 5 月 13 日，中国

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等投资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75.00

亿人民币。中核汇能有限公司是一家新能源开发运营商，专注于新能源产业开发建设及运营，

主要涉及风电、光伏、地热、氢能等可再生能源服务。中核汇能有限公司是中国核电旗下非

核新能源业务投资平台，本次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助于优化资本结构，强化资金支持，实现

优势互补，为顺利实现新能源业务发展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61 家信托公司年报出炉 证券投资业务增 5成以上

已披露的 61 家信托公司年报显示，2021 年信托公司资本实力持续提升，信托公司业绩分化

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华能信托、华润信托、中信信托净利润位居前三甲。另外，信托业

务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其中证券投资业务同比增长 54.14%。从营业收入来看，2021 年 61

家信托公司均值为 18.24 亿元，同比下降 3.61%。不过，利润总额的变化态势与营业收入有

所不同。61 家公司利润总额的均值为 9.89 亿元，同比增长 4.68%。

银行理财：银行权益类理财产品持仓：新能源和消费板块受青睐

多只权益类理财产品日前发布的 2022 年第一季度投资报告显示，截至 3月末，权益类产品

持仓资产涉及白酒、养殖、新能源、医药等行业个股及偏股型基金。其中，招银理财偏爱白

酒、养殖等行业，光大理财偏爱新能源、医药等行业，宁银理财则根据产品定位投资了稳健

类、成长类行业基金。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多只权益类理财产品出现浮亏。中国理财网最

新数据显示，目前市面上共存续有 119 只权益类理财产品，其中 37 只产品净值跌破 1。由

银行理财公司管理的权益类理财产品共有 20 只，15 只产品净值跌破 1。但对于未来权益市

场的布局，业内预计，未来银行理财的权益类投资力度将持续加大，有望成为市场重要长线

资金。

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加码新能源赛道 电力设备跻身第一重仓行业

据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四大机构整体持仓市值突破7万亿，占A股比例7.98%，

持仓规模和占比均为历年来新高。公募基金也延续快速发展的趋势，去年基金规模迈入 25

万亿台阶，排名全球第四。此外，公募基金去年末持仓市值达到 6.4 万亿，占 A 股权重也创

下历史新高。目前，公募基金着力于电力设备行业。在新能源赛道的热炒下，电力设备行业

指数 2021 年涨幅排在 A 股第一。在此期间，超九成电力设备股获得公募基金增持。据统计，

截至去年底公募基金重仓电力设备行业，持仓市值超 9500 亿元。公募基金持仓市值第二大

行业则是电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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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国内百亿级股票私募今年以来平均亏损 14.32%

朝阳永续 5月 10 日发布的国内证券私募行业监测定期报告显示，截至 5 月 10 日，按照有最

新净值公布的私募产品业绩统计，今年以来国内百亿级股票私募机构平均亏损 14.32%。此

外，分不同规模组别来看，0 至 5 亿元、5 亿至 10 亿元、10 亿至 20 亿元、20 亿至 50 亿元、

50 亿至 100 亿元规模的股票私募机构，今年以来的收益率分别为-14.03%、-9.96%、-11.64%、

-10.28%和-12.68%。纳入该机构监测的 3289 家股票私募机构，今年以来有 267 家机构实现

正收益，占比为 8.12%。

券商资管：券商私募规模增速分化 “一金一银”表现亮眼

2022 年一季度，由于市场行情的“大起大落”，部分券商资产管理规模同比缩水明显，私

募规模也不例外。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安全性资产，配置上减少私募比例。在此背景下，私

募资产规模“突飞猛进”的券商更显得难能可贵。中基协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私募

资产管理资产月均规模前 20 名的券商合计规模达到 5.89 万亿元（不含证券公司管理的养老

金），较 2021 年同期同比增长 2.97％。就具体排名来看，中信证券长期保持头名位置，私

募资产管理月均规模达到 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15％。在今年一季度的券商私募月均

规模榜单中，共出现了 4 位“新面孔”，分别为国金证券、五矿证券、财通资管和东证资管。

有突飞猛进者，就有收缩滑坡者。今年一季度，招商资管、中信建投等 8 家券商的私募月均

规模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均超过 20％；国君资管、华泰资管两家规模同比下降均超过 40％。

保险资管：一季度险资投资收益率普降 有险企逆市投资“越跌越买”

继上市险企发布一季报之后，近期非上市险企陆续发布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相关数据显示，

一季度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普遍下降，尤其是权益投资市场持续下跌，拖累综合投资收益率。

以中国平安为例，一季度，其保险资金投资组合年化净投资收益率为 3.3%，年化总投资收

益率为 2.3%。据东吴证券统计，一季度上市险企总投资收益率同比下行 2 个百分点至 3.5%。

受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和信用风险抬头影响，上市险企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合计同比增速

为-43.1%。不过，尽管一季度投资收益大幅回撤甚至浮亏，但站在当前时点，险资对未来并

不悲观，有的公司表示“跌出来的是机会”，还有的险企采取越跌越买的策略，在低点增加

权益市场配置，以期未来取得更好相对收益。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A 股缘何暴涨？市场见底了吗？

文/用益综合

外围腥风血雨，但大 A 今天依然站稳 C 位，创业板暴涨，盘中涨超 3%，新能源、半导体集

体反攻。独立行情不常有，这次为何能一枝独秀？又能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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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为何走出独立行情？

先从政策面的角度来看，多重利好叠加：

1)证监会罕见重磅发声，表示将多措并举持续巩固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

2)央行表示，2022 年央行已上缴结存利润 8000 亿元，相当于降准 0.4 个百分点；

3)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4)银保监会表示出台支持政策，助企纾困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事实上，二次“政策底”显现以来，高层会议密集发声、利好不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持续加码，市场的信号也在不断向暖。

再从消息面的角度来看，5月以来，上海近期每日新增感染者数持续下降，疫情形势明显好

转，而北京市疫情通过区域核酸筛查和密接排查管控，扩散风险相对可控，虽然疫情影响的

严重程度接近 2020 年初，但拐点已现。

最后从资金面的角度来看，两市交易已经经过了两天的明显缩量。量能萎缩向来是一个公认

的底部信号，没什么成交量，说明市场上想卖的人已经都走了，抛盘已经衰竭，做空动能逐

步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一点上攻的力量就能促进市场回升。

当下投资股市的机会或许是大于风险

对比股市和债市，现在投资股市的机会或许是大于风险的。但是也不意味着反转马上就会到

来。

一方面，顶部/底部有时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即使股权风险溢价的“便宜”信号出现了，

行情也未必会立刻反转。

另一方面，在使用这一指标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需要宏观预期模式的稳定。而

当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预期可能仍然需要非常高的补偿：全年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海

外货币政策紧缩的压力以及疫情的不可预测性，都加大了“补偿”的幅度。

绝大多数时候，股权风险溢价都是在都在中间的位置上下浮动。因此，在这种指向性不强的

时候，我们就要更多地结合当时的货币环境、经济前景来分析，不能过于简单地就把某一个

单一指标当做“抄底”的依据。

当出现股市性价比高的信号时，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通过有纪律的定投来逐渐累积筹码，争

取摊薄持仓成本。这样，即使市场磨底期持续较久时间，也有底气拿得住。

市场反弹 基金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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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市场，不妄图短期取胜

回过头去看 A 股近五个月的表现，最大的感受就是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市况随时都在变化，

因而对“敬畏市场”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与其一直想着割肉、抄底，不如跟着自己的节奏来，不要被市场短期的恐慌情绪左右。保持

一个好的心态，坚定长期投资理念，多做点积累的事情。

1、知道自己赚的什么钱，坚守投资逻辑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投资逻辑，一会儿加仓，一会儿赎回，反复横跳，就很容易两头挨打。所

以，知道自己在赚什么钱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要评估自己有没有能力赚这种钱。

2、经历过后，认清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当亲自经历下跌时，你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是否能够涨回来，无限的煎熬、焦虑、纠结中，

你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能承受多大亏损，适配什么类型的基金。

3、看清基金经理，震荡市最好的试金石

潮水退去了才能发现谁是在裸泳。评判一位基金经理好不好，往往经历了下跌经历了震荡，

我们回头来看才能真的看清楚。投资者和管理人，往往都是在市场多次的波动中，在反复的

观察和了解中，才能确认彼此是否合适，在合适的前提下，才能建立起牢固的信任关系，为

长期持有获利打下基础。

4、调整仓位结构，做好资产配置

这次大跌中依旧存在逆势大涨的基金，一些是受益于通胀及国际局势的商品基金，还有受益

于国内稳增长政策的相关价值型基金。这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合理、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比如股债均衡配置、比如风格均衡、比如在持仓中加入商品基金，能够分散风险，捕捉更多

的机会。过往数据来看，不同资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冲作用，在震荡市场中资产配置的效果

更加明显。

代销信托违约背后

文/用益综合

近日，北京一位投资者张女士爆料，其购买的 300 万元由东亚银行代销的某信托产品遭遇兑

付逾期，而购买时银行销售人员则承诺保本保息。同时，她介绍称，有着同样遭遇的投资者

不在少数。东亚银行尚未对此公布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

近年来，银行代销的信托产品违约情况并不罕见。

银行热衷于代销信托，主要有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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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托产品，可以匹配高净值客户群体

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大多是在 4-5%左右，不符合高净值客户的理财需求，选择代销信托

产品，可以更好的匹配客户需求，增加客户粘性。

2、信托产品，代销可以获得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

银行代销信托，一般都要收取 1-2%左右的代销费用，对银行来说，既可以更好地匹配客户

需求，又能赚取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基于上述利益的驱使，银行代销信托也常出现违规操作：

1、大谈收益，不提风险

理财产品的本质是按照“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经营宗旨来管理财产，机构承担管理责任，

收取手续费和佣金，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但在实际销售过程中，理财

投资者对此类产品的风险却并不一定有充分的认知。

在销售过程中，销售人员常常存在的暗示产品保本保收益、对风险只一笔带过等行为。商业

银行代销信托产品，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充分揭示代销产品风险，

审慎制用格式合同，积极妥善处理纠纷，合法合规经营，否则就需要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等

民事责任及相应行政责任。

2、“引导”用户提高风险评级

除了理财产品风险未充分揭示外，由于大多数理财产品风险等级较高，只适合特定的投资对

象，因此对购买者设定了一定的门槛。而销售人员为了开单，常常会引导投资人提高风险测

评等级，这也是代销理财产品时最常见的违规操作之一。

银行代销信托产品缺点

1、投资者获取信息不完全

一般情况下，有很多投资者在银行购买信托产品时，并不会拿到产品的尽调，甚至有一些投

资者更是将其与银行正常发行的理财产品等混为一谈。当然，因为资料不全，了解不够详细，

从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银行代销的产品一旦购买，之后的事情就与银行无关；即使项目出现违约或者有本金和利息

损失的风险，都是投资者本人承担。上诉法庭也没有用，这就是代销的本质。

2、通道业务

银行代销的信托产品有些是由银行搞定交易对手，由银行拉自已行里的大户来买只找信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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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通道，出事后银行和信托公司容易互相甩锅。如 2012 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工商银行中诚信

托山西煤矿 30 亿信托产品，扯了很久后，于 2014 年 01 月媒体报道得到妥善处理。

代销信托违约背后

由于网点众多、客户数量庞大，银行一直是信托代销的重要渠道之一。但近年来，随着信托

产品兑付危机频发，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在不断增多。

银行代销信托产品发生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外因是信托产品相较其他普通理财产品风

险更高，一旦遭遇外部冲击，且没有足够增信措施时，便会逾期；内因则在于银行自身风控

能力不足，或是销售过程中存在披露不清晰甚至诱导等违规行为。

商业银行代销第三方产品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利益驱使、投资者教育缺失、部分信托公司直

销能力不强等。

购买信托产品的注意事项

事实上，信托代销领域也曾出现过纠纷，也因此对簿公堂；一些投资人也反应在 XX 银行，

客户经理推介产品时告知投资人机构有抽屉协议、兜底函，暗示产品的安全性。

其实，早在 2017 年 12 月银保监会就曾发文，明令禁止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信托签署“抽屉协

议"；2018 年，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明确要求：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

务，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

任何形式垫资兑付。金融机构不得在表内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提醒大家，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承诺产品保本保收益，任何产品都没有所谓的“抽屉协议”、

“兜底函”、“承诺书”，如果有人向您违规推介产品，请一定擦亮眼睛，避免上当受骗。

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树立风险意识，加强相关专业知识学习，不能片面相信理财经理的营销

话术，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另外，购买信托产品之前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熟知产品风险，

充分了解信托产品、交易对手以及风控措施等信息。

作为投资人应向理财经理索要完整的推介材料，充分理解和知晓产品的投资结构、风险；

在签署合同和双录时应关注认购要素，明确是否是信托公司发行的项目，谨防有人冒充信托、

银行员工违规推介。

打款是应留意收款账户，募集账户一定是信托公司的账户，是监管要求开立的账户。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揭秘威士忌投资：比茅台还贵的“液体黄金”

文/foinsight

威士忌，苏格兰特有的文化符号。如今它已从苏格兰走出来，进入世界各地。在美剧《纸牌

屋》中，政客 Frank 几乎在每一集都要饮用威士忌；顺风威士忌在电影《绿皮书》中出现不

止一次；詹姆士·邦德向来偏爱马提尼，但在 007 系列之《大破天幕杀机》和《幽灵党》中，

开始移情威士忌。就连国内电视剧《三十而已》中，也多次出现威士忌……

但威士忌绝不仅仅只是酒本身，目前，威士忌在投资者中越来越受欢迎，成为另类投资“新

宠”。据《2021 年中国威士忌白皮书》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威士忌市场规模逐年增长，

在 2020 年达到了 30.3 亿。

本期特邀 Whisky Freedom 创始人陈汉树，与大家分享其威士忌投资的经验。陈汉树毕业于

牛津大学，其团队均有超十年的威士忌从业经验，他创立的 Whisky Freedom 是国内为数不

多的拥有威士忌资产配置业务和海外威士忌原酒资源的公司。

01 比茅台还贵的“液体黄金”

在过去十年里，高端苏格兰威士忌的价值增长接近 500%，2022 年麦卡伦和云顶等部分威士

忌酒款增长超 200%。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的访问教授埃尔罗伊·迪姆松表示：“高档威士

忌可能成为未来的高回报热点。”

事实上，资本早早就捕捉到了威士忌的市场前景：2019 年，高瓴资本悄然收购苏格兰威士

忌集团罗曼湖（Loch Lomond），拥有了旗下罗曼湖、格兰帝和关停厂牌小磨坊三家酒厂的

资源。

随后两大烈酒巨头保乐力和帝亚吉欧开始先后加码中国威士忌赛道，在中国设厂。截至目前，

已经有 20 余家中国本土威士忌酒厂在建或运营。2021 年因此被称为“中国威士忌元年”。

有行业预判称，2030 年威士忌将会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当地烈性酒精饮料的第二位。我认

为，威士忌投资时机已至。

首先，得益于人们对茅台投资热情的高涨，人们对酒的投资属性的认可度正在提高。然而受

政策影响，茅台酒正在去金融化，很难成为长期投资品。

威士忌投资则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且每年都有新品出现。新品就像二级市场的新股，投资人

可以进行相应的新股配额，每年涨幅在 30%-40%左右。而稳健型的威士忌原酒熟成产品，净

内部年收益率可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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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威士忌投资介于白酒和红酒之间，收益相对稳定，耐储存。

虽然白酒的品牌和产品众多，但具有投资属性的白酒 SKU 屈指可数。而红酒可投资的品类比

较复杂，价格非常透明化，而且存在大小年的品类专属产品风险。

而威士忌介于白酒、红酒之间，可投资品类比白酒更加多元化。另外，威士忌储存条件也很

简单，不像红酒对环境条件和放置要求比较苛刻，基本不会出现储存不当导致产品变质的情

况。

第三，可随时交易，全球流通性极强。

尽管白酒在国内的流通率高达 99%，但全球的流通率只有 1%。对于外资投资者来说，投资白

酒有一定限制。入门级威士忌收藏品的流通性和红酒差不多。它主要通过酒友、酒商进行流

通。对于价格高昂的威士忌，如几十万、几百万的，则可通过拍卖行进行交易。其中，国内

外的主要拍卖行有邦瀚斯、佳士得、苏富比、施氏、阿奇等。

此外，威士忌体现的社交价值很高。如一瓶价值五万左右的麦卡伦就可满足对高规格宾客的

宴请需求。虽然铁盖茅台具有同样的社交属性，但不易获得，而且极易买到赝品。

第四，国内家办的兴起和另类投资品的爆发。

因为全球的疫情和战乱，一二级市场已经进入低谷期，投资者开始关注一些相对稳健的另类

投资品。

随着国内家办的兴起以及家办对资产配置和投资理念的深入了解，很多家办都会选择分散投

资。尤其在一二级市场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为减少损失，很多人会选择卖掉另类资产，我认

为，此时正是新人入局的“最佳期”。

第五，从投资周期上来说，威士忌迎来爆发期。

20 世纪 80 年代，威士忌因大众口味审美等问题不被市场接受，严重滞销，库存过量甚至出

现“威士忌湖”。随后所有的西方国家开始喝伏特加，但伏特加也大概只火了 20 年，从 2000

年开始威士忌逐渐复苏，2010 年开始逐渐爆发。

目前国内威士忌进口额度已经连续两年增长超过 90%，中国市场已经成长为新的威士忌增长

点。但威士忌产业规定导致供需链调整极慢，长期的供需不平衡提供了很好的增值空间。

另外，威士忌也不存在大小年的区别，酒厂的核心工作就是保证每一个批次的产品风味最大

程度上接近。基本上国外的家族基金都在调高威士忌投资的比例。优秀的稳定性和消费属性，

让威士忌成为一个很好的抗周期资产。

第六，选择性更多，市场教育更为彻底。

在吸取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教训后，威士忌在口味上更加多元化，选择性更多，且度数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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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年轻人接受。

此外，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威士忌市场教育更为彻底。如今基本上 80%的威士忌酒厂

都被烈酒双巨头保乐力加和帝亚吉欧控制，并非 80 年代时没有市场控制力的零散小厂。

烈酒双巨头一方面会通过控制产能，让威士忌保持一个持续繁荣的市场；另一方面，通过一

些市场化运作，无形中去“教育”消费者喝威士忌。因此，此轮威士忌投资周期会更久。

此外，受碳中和趋势影响，天然气价格飙升，工业化肥和麦芽价格上升，未来的威士忌原酒

价格涨幅将进一步增大。而中国的仓库费用、人工费用及装瓶费用均比现因脱欧导致人工成

本激增的苏格兰更具优势，可以极大降低陈酿和仓库管理成本。

另外，未来 10 年内中国自产威士忌将会面临原酒库存不够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威士忌原酒

的需求大幅上涨。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威士忌进口量同比增长 134%。因此，在需求和

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双向推动下，我认为，威士忌原酒或将成为投资回报率极好的资产。

02 如何“避坑”？

威士忌市场信息极度不透明，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帮助很容易踩坑。举例来说，在一个威士忌

投资新手看来，购买一个威士忌酒桶，花费十几万可能觉得已经很便宜了，实际上或不到十

万就可入手。

此外，投资威士忌中间手续异常繁琐。因此如果一个家族办公室想要避坑，对此我们的建议

是：

第一，聘请专业人士。

专业的人做专业事。我们踩过一些坑，在做投资前，我们会事先把这些问题排除掉。此外，

我们对于酒的本身质量具有很强的辨别能力。

第二，需判别出哪些威士忌品类可以投资。

市场上，约有 90%的威士忌都不适合做投资，比如发行量很大的常规产品，或者定位快销型

的调和威士忌，如芝华仕、尊尼获加等。

那些具备投资属性的威士忌，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稀缺性，而非量产品。Whisky Freedom

拥有世界顶级珍稀威士忌资源，如山崎 55、麦卡伦 Fine&Rare 系列、麦卡伦 18 1950-1990

版本垂直、麦卡伦 1926 Peter Blake、达摩 Decades 等。

其次需要有大品牌的背书，再者有足够的货源供应。我们一直与烈酒巨头集团保持着紧密的

合作。我们的产品均具有以上这些属性，且还可以针对收藏人士制定私人威士忌收藏方案。

第三，警惕投资泡沫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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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威士忌中，虽存在泡沫化现象，如麦卡伦精粹，其价格已被“炒”到顶点。但就整个

威士忌行业来说，还未出现特别大的泡沫。即使出现炒作现象，也只是某个 Sku，不会影响

整个品牌。

第四，警惕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崩盘，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威士忌市场。但就目前来说，是没

有任何迹象的。

第五，警惕出现的可能性亏损。

对于专业投资人士来说，即使亏损，最多为 5%。但对一个非专业的人来说，可能会犯估值

过高的错误，一旦拿到的不是最低价，就会亏损。

最后，由于威士忌不像红酒那样透明，会一些巨大的信息差。另外，威士忌年份酒和红酒、

茅台的年份酒也不一样，受历史和时间的影响，其在收藏和售价上具有不透明性。

总之，投资威士忌就像股票投资一样，盲目“追高”或会成为壮烈的“接盘侠”，损失惨重，

找到一个靠谱的“专家”非常重要。

03 三点建议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威士忌投资经验的家办，在投资层面应注意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深入了解威士忌的投资属性。

威士忌投资不仅限于投资瓶装酒，也可以投资威士忌酒桶以及原材料。

譬如，在瓶装酒投资时，家办需选好品牌，预估好市场热度，且需确定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

市场进行投资。

一级市场可以直接从酒厂买配额。但是买酒厂配额会受到时间限制，一般只有在财务年将开

始之前才能抢到份额。因为投资者因注意该酒厂财务年时间。二级市场即买卖酒。我们的投

资方式是大量买入，可能会购置全球 5%左右的配额，通过拍卖去提升价格，最后在退出的

时候实现高收益。

从理论上说，投资威士忌瓶装酒的退出速度最快，可能在投后的 2-3 个月后会涨价，但如果

想要获得高收益，最好等 9个月后再出手。我们的锁定期通常为 1 年。因为对我们来说，投

资威士忌不完全是赚差价，更多是增值和复利投资。

譬如，在投资威士忌酒桶上，需注意酒桶有无署名权。所谓署名权，即在最终酒桶装瓶后酒

标上是否可以写该酒厂的名称。投资酒桶虽然很难获得超高收益，但却很稳定，因此投资者

可把酒桶作为资产配置中一部分。

在退出上，酒桶因流动性比较好，低端酒桶 1-2 个月便可退出，高端酒桶 3-6 个月便可退出。

但是我们的建议是，尽量长期持有酒桶，最好是 2-3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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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譬如，在原材料投资上，一般以威士忌新酒（New Make）的形式去做，该投资周期应为 3

年左右。

第二，预估投资意愿，如投资金额和时间。

不同于一级市场，威士忌需要时间去增值，因此需要家办做好投资评估，为此愿意付出的时

间和金额。

另外，威士忌市场每天都在变，因此家办还需要一支专业化、市场的队伍，进行调研、分析、

选品、投后监控等。另外，其还可帮助家办处理一些风险，如价格浮动、运输破损、假货等。

第三，合理配置投资比例。

对于初入行的客户，我们一般建议的品类配置比例为——40%的瓶装酒，60%的酒桶，因为这

样的投资比例组合能帮助客户获得风险低回报高。

除此之外，我们还乐意向一些家办分享我们的投资策略，以供参考。

首先，我们大批次购入威士忌以锁定低于市场的价格占据市场极其稀有空间。一般，我们会

在每年 3-9 月买入威士忌。因为每年的 3-9 月为威士忌淡季，再在 9-3 月威士忌旺季的时候

卖出。

崇尚价值投资的巴菲特曾在“价值投资六原则”中指出，真实价值越是被低估，买入价格就

越低，而买入价格越低，投资越安全。

其次，我们会捕捉市场趋势并监控威士忌价格高点，提升回报率。通常在一二级市场行情不

好的时候，威士忌的购买热情会很高，价格也就越高。

再次，我们会积极地交易威士忌库存—在拍卖会上卖给私人收藏家/鉴赏家，豪华酒店/酒吧，

威士忌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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