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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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宁-黔南投资流动资金贷款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7期
长安信托 7.9 1

贵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

州都匀市

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

长秦 119 号陆港集团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期
陕西国投 7.25 2

陕西省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国际陆港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城营（28 号）信托贷款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天津信托 7.15 2

山东省淄博市

张店区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

顺鑫 305 号（永续债）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期
华鑫信托 7.1 2

江苏省盐城市

盐都区

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恒信国兴 659号-新都 1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9期
WK 信托 7 2

云南省昆明市

呈贡区

昆明新置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稳健系列 I32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期 西部信托 6.85 2
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区草堂科技产

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福临汇萃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期 中粮信托 7.05 2 江苏省镇江市
镇江新区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经济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A 类
国元信托 7.5 2

山东省滨州市

滨城区

滨州市滨城区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鸿雁 314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国投泰康 6.7 2
江苏省淮安市

清江浦区

淮安市清江浦城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银杏 22018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中铁信托 7.3 3
四川省成都市

青白江区

成都市融禾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产品点评与配置建议

本周（2022.05.30-2022.06.05）新产品“淄博城营（28 号）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资金用于用于投资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子公司淄博市公共资源投资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15%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最终将资金用于优化债务结构或补充营运资金

需求。本项目融资人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期限 24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7.15%，

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山东省重要地市级平台项目，行政级别高，平台地位重要。

2、项目融资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A，债券存量规模 234.00 亿，其

中私募债 70.00 亿，占比 29.91%；授信额度 524.12 亿，未使用额度 248.83 亿。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154.14 亿，长期有息债务 396.03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一家重要城投平台淄博市财金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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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 亿，其中私募债 34.00 亿，占比 100%；

授信额度 50.76 亿，未使用额度 14.07 亿。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23.16

亿，长期有息债务 49.98 亿。

4、2021 年山东省淄博市在山东省 16 个地区中，经济财政实力中等，如下表 1：

表 1：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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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 14136.46 1 青岛市 1368.29

2 济南市 11432.20 2 济南市 1007.61

3 烟台市 8711.75 3 潍坊市 656.90

4 潍坊市 7010.60 4 烟台市 646.64

5 临沂市 5465.50 5 济宁市 440.52

6 济宁市 5069.96 6 临沂市 409.48

7 淄博市 4200.60 7 淄博市 368.98

8 菏泽市 3976.67 8 滨州市 287.31

9 德州市 3488.72 9 菏泽市 283.89

10 威海市 3463.93 10 威海市 266.88

11 东营市 3441.72 11 东营市 261.83

12 泰安市 2996.70 12 德州市 234.09

13 滨州市 2872.11 13 泰安市 2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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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1 年山东省淄博市 GDP 为 4200.60 亿，在山东省 16 个地区中排名第 7 位，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021 年为 368.98 亿，在山东省 16 个地区中排名第 7 位，经济实力及财政实力中等偏

上。2021 年山东省淄博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946.26 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69.37 亿，债

务率 93.49%，债务负担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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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2022.05.30-2022.06.05）共有 263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17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46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13 款，

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15 款，投向金融领域 113 款，工商企业领域 14 款，基础产业领域

71 款。本周共计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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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标

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66%。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07%，房

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89%，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66%，基础产业类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 6.71%。本周共有 77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28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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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款为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

私募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2.05.30-2022.06.05）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280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24.12%。共 80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222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投

14 聊城市 2642.52 14 聊城市 230.32

15 日照市 2211.96 15 日照市 187.49

16 枣庄市 1951.57 16 枣庄市 1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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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八大策略的近一个月收益走势分化。其中宏观策略收益下降

幅度相对最大，跌 0.91 个百分点；股票策略和复合策略均下跌 0.31 个百分点；事件驱动策

略则小幅上升 1个百分点。整体上仅 CTA 策略收益为负，为-0.23%，事件驱动策略近一个月

收益最高为 3.28%，其次股票策略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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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只产品，环比下降23.38%。

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98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123.63 亿人民币。从本周 VC/PE 市场

发生案例数量来看，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机械制造和 IT 三大领域。从披露金额

上看，本周清洁技术领域发生的单笔投融资金额较大，融资额来自 5 月 30 日，紫金矿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龙净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限公司、西藏阳

光泓瑞工贸有限公司持有的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 15.0%的股权，作价 17.34 亿人民

币。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家庭智能检测仪研发商，主要产品为室内空气智能检

测设备，主要提供室内空气监测、净化等服务，同时提供无甲醛的家居物品，以及监测数据

及治理方案，致力于搭建一个家庭健康安全监测平台。

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交银国信落地全国首单地下物业 CMBN

交银国际信托作为发行载体管理机构成功发行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商城建设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规模 10.50 亿元。该项目是国内首只以地下空间物业发行、获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过的债务融资工具，在银行间市场创新了资产支持票据融资交

易结构，并拓宽了物业资产的类型。该项目是交银国际信托首单 CMBN 产品，同时担任底层

财产权信托和上层票据信托受托人。

银行理财：一季度银行理财综合能力排名发布

今年一季度以来,在俄乌战争爆发、美联储加息、国内疫情多发等超预期因素影响下,金融市

场经历大幅震荡,银行理财市场也受到波及。银登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理财产品存续规

模达 28.37 万亿,净值化比例 94.15%,但较 2021 年末,净值型产品存续数量、新发产品数量、

不同类型产品业绩均环比下降。面对一季度市场波动情况,信银理财秉持其一贯以来稳健经

营、严格风控、抓实投研的要求,理财产品业绩稳健,规模逆势而上,再创新高。截至 2022

年一季度末,信银理财管理的理财产品总规模约1.51万亿元,较2021年底增长逾1000亿元,

增长量在全市场理财机构中排名第一,其中非货币新产品增长近 1800 亿。市场地位和行业优

势得到市场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

公募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吸金”超 870 亿元 多只产品节前紧急限购

在低风险偏好投资者的眼中，2022 年最受“偏爱”的产品除了短债基金和短债 ETF 以外，

同业存单指数基金凭借着收益相对较高、波动很低同时流动性好的自身产品优势，快速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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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资金需求中“走红”。自从去年末首批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获批成功以来，截至 6 月 2

日，全市场已经成立的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达到 14 只，最新规模已超 870 亿元，据统计观察，

大部分产品的管理规模较成立之初有明显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受市场需求及资金热捧，同

业存单指数基金品种在 6 月份仍在快速扩容。截至 6 月 2 日，全市场仍有 6 只同业存单指数

基金正在发行期。截至 6 月 2 日，全市场已获批发行的同业存单指数基金共有四批，若上述

四批产品均顺利发行并成立，同业存单指数基金数量将扩容至 22 只。

私募基金：私募行业“大洗牌”！多家退出百亿行列

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31 日，国内共有 109 家证券私募机构的管理规模超百亿，但与年初相

比，赫富投资、同犇投资、望正资产、嘉恳资产、煜德投资 5家私募掉出百亿梯队。另外也

有机构逆市发展，白鹭资产、红土资产在 5 月份先后跻身百亿俱乐部。整体而言，百亿私募

数量增长较之前变缓。对此，多数私募认为，头部私募机构格局的变化主要与市场回调净值

下跌、投资者恐慌性赎回、自身策略适应性、核心团队稳定性等因素相关。面对这一情况，

私募认为这是压力更是动力，未来会通过投研组织体系、客户服务体系、募资渠道体系、风

控合规体系这几个方面不断完善提升。

券商资管：提速！5 月 5 只券商保证金产品公募化改造落地

2021 年 10 月，华泰天天发与国泰君安资管旗下的“国泰君安现金管家”两只产品的公募化

改造方案，同时获得证监会批复，成为市场首批尝鲜者，也由此拉开了券商资管保证金类产

品大集合“参公改造”的序幕。值得关注的是，刚刚过去的 5 月，保证金类产品“参公改造”

正在提速。Wind 数据显示，5 月，券商资管大集合“参公改造”落地的产品数量达到了 13

只。就投资类型来看，13 只产品中，有 6 只都是货币型基金。公开资料显示，除华泰紫金

货币增利外，其余 5 只均为保证金产品改造而来。券商保证金产品，自 2011 年开始成为重

点推动的重要创新业务，证券公司在每日收盘后，将签约客户股票账户的闲置保证金投资于

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增加客户的收益。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保证金产品早已成为券商服务

股票交易型客户的基础工具，其便捷性成为其自身的重要优势。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闲钱好归宿，定开债基了解一下！

文/用益综合

最闲钱也要找对理财，充分发挥每一个 1 千元、1万元、10 万元.......的作用，积少成多。

如何兼顾流动性和收益？定开债是个好归宿，定开债即定期开放债券基金。

这类基金主投债券，采用“封闭管理+定期开放”的运作模式。封闭期内暂停申购赎回，按

合同约定一定周期会开放一段时间给投资者申购、赎回，兼顾封闭运作优势和流动性需求。

行稳致远，静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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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开债基的表现如何?

定开债基的平均收益多数年份均高于普通债基，投资价值十分突出。

相较于普通开放式债基，定开债基有什么优势？

1、产品设封闭期，有利于基金经理管理。

封闭运作，会带给基金规模相对稳定的优势。也有益于提高基金投资组合久期的稳定性和投

资策略的一贯性，使基金经理在择时、择券以及久期策略上有更大的主动发挥空间，可以精

挑细选逐步配置较安全和高收益的券种，以便争取投资回报的稳定性。

2、杠杆率最高 200%。

与普通开放式债基 140%的杠杆率相比，定开债基在封闭期的杠杆率最高可以达到 200%，杠

杆空间更大，有助获得更多额外的息差收益。给我一个支点，撬动更大幸福。

筛选优秀的定开债基，要注意三点

第一，还是要选择定期开放债基中的纯债基金，不要碰股票。

第二，别选杠杆率太高的债基，也就是那些问银行借很多钱去买债券的基金，建议最高别超

过 160%。

第三，半年有点短，两三年又有点长，建议选择封闭期为一年的定期开放债基，然后看准下

一次开放时间再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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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信托产品违规公开推介？

文/中信登

近信托资金的运用与银行贷款的运用有什么区别？

答：信托的资金运用与银行贷款在投向范围和运用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别。信托资金的投资范

围和投资比例由信托文件约定，信托公司主要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进

行管理运用信托资金，信托公司可以灵活地管理、运用信托资金，既可以采用贷款方式，也

可以采用各类投资方式，如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及证券投资等，还可以采用出租、出售等方

式。而银行贷款，是指银行根据国家政策以一定的利率将资金贷放给资金需要者，并约定期

限归还的一种经济行为。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规定，贷款只能用于生产经营性

使用，不可以用于房地产的再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及其他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领域。

如果信托消费者想要购买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会采取哪些措施规范推介与交易流程？

答：在向信托消费者推介产品时，信托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以

任何方式承诺最低收益；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夸大预期收益；不得夸大公司经营业绩或者恶

意贬低同行。

信托消费者认购信托产品、签署信托文件时，信托公司或代理推介机构应当核实签字人的身

份，并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资料应至少保留到信托产品终止日起 6个月或信托关系解除

日起 6个月，产生纠纷的要保留至纠纷最终解决之日。信托消费者通过代理推介机构的客户

服务端采用电子合同认购信托产品、签署信托文件的，代理推介机构应当通过其客户端对委

托人的认购和签约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在信托消费者与信托公司确认交易时，信托公司应当与信托消费者签署书面合同文件，并向

消费者明确与信托产品相关的风险，以及不同风险责任的承担主体。

如何界定信托产品违规公开推介？

答：信托公司或代理推介机构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

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进行产品推介。因此，若信托销售人员利用以上方

式向不特定对象公开推介产品，则构成违规公开推介。比如：小信作为某信托公司销售人员，

在微博公开推介信托产品，在网站上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布信托产品信息，在公园向不特定

人群公开发放信托产品推介材料等行为均构成违规公开推介。

什么是刚性兑付？打破刚性兑付又对信托消费者有什么影响？

答：刚性兑付，一般是指资产管理机构对发行的资管产品保证本金、承诺最低收益的不合规

行为。在资产管理业务中，有三种情形会被认定为刚性兑付：

（1）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人或者管理人没有真实、公允的确定净值，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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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2）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让资产管理产品的本金、收益、风险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发生转

移，实现产品保本保收益。

（3）当某支资产管理产品不能如期兑付或者兑付困难时，发行或者管理该产品的金融机构

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者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偿付。

在打破刚性兑付后，投资者购买资管产品的收益，将根据所投资产的实际收益表现而实时波

动，那么这就可能出现资金的损失，因此需要信托消费者更加仔细的甄别各类资管机构与资

管产品，优选管理人，提升产品的收益水平。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揭秘达利欧的家族办公室：左手投资，右手慈善

文/foinsight

瑞·达利欧（以下简称达利欧），被誉为“金融界的乔布斯”。

过去 20 多年，达利欧的桥水基金创造了超过 20%的年平均投资回报率。2022 年一季度，桥

水基金的回报率为 16.3%。单 3 月，桥水的旗舰基金 Pure Alpha II 就上涨了 9%。

达利欧的个人财富目前已达 220 亿美元。作为亿万富豪，达利欧当然也有自己的家族办公室。

除美国总部外，日前，达利欧的家族办公室正在新加坡招聘投资专业人士。今日带你走进达

利欧的家族办公室（ Dalio family office，以下简称 DFO）。

01 人才济济的 DFO

出生于 1949 年 8 月 8日，现年 73 岁的达利欧正在扩建他的家族办公室，同时将减少在桥水

的持股。作为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截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达利欧位列

福布斯实时亿万富翁排行榜第 71 位，净资产为 220 亿美元。

达利欧的职业生涯始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在那里，他经历了尼克松让美国脱离金本位制的决

定对股市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也见证了美国 1970 年代的通货大膨胀。

第二年夏天，达利欧和他的朋友们就创建了一家公司，后成为桥水基金。它最初是一个小型

公司，目标是交易商品，但由于缺乏经验，收效甚微。尽管创业失败了，但达利欧却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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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这个名字，并用它创建了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对冲基金。

除纽交所外，达利欧后来还在 Dominick & Dominick 和 Shearson Hayden Stone 工作过。1975

年，达利欧在纽约市的两居室中创立了桥水基金。

桥水基金最初是一家财富咨询公司，为众多企业客户提供货币和利率方面的咨询服务。2005

年，桥水基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

达利欧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利欧家族办公室”DFO 运作高度保密。唯一知道的是，它专注

于房地产投资。此外，《家办新智点》发现，DFO 还是影响力投资者，是全球影响力投资网

络（GIIN）的会员。

GIIN 会员除 DFO 外，还包括百威英博基金会、阿波罗全球管理、加州捐赠基金、中国信托

金控、福特基金会、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洛克菲基金会、淡马锡、索罗斯经济发展基金

等。

DFO 主要支持达利欧及其妻子等家族成员通过达利欧基金会进行风险投资和其他工作。DFO

的主要资金来自于达利欧在桥水基金积累的财富。如今，桥水基金的资产规模约为 1540 亿

美元。

DFO 和桥水基金一样，都设立在康涅狄格州，前者在纽约还有分支。最新消息是，达利欧正

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以便在整个地区开展投资和慈善事业。日前，达利欧计划在新加

坡招聘至少 6 名员工，包括一名投资负责人和一名专注于非流动性市场的高级投资组合经

理。

在过去几年里，DFO 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投资能力上都有所提高，为整个达利欧家族提供了高

水平的支持。虽然其服务重点是达利欧家族，但 DFO 却将桥水基金的精英文化理念视为组织

的命脉。

DFO 要求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诚实和正直，这也是其基本价值观。此外，DFO 会赋予团队成

员与他们能力及兴趣相一致的责任。

目前，达利欧已为其家办配备了不少顶尖的优秀人才。比如，现年 63 岁的布鲁斯·齐默尔

曼(Bruce Zimmerman)是 DFO 和 Dalio Philanthropies 的 CIO。

齐默尔曼曾是 UTIMCO(德克萨斯大学投资管理公司)前 CEO，在该机构工作近十年。2019 年 7

月，他入职达利欧的家族办公室。自 2016 年离开 UTIMCO 以来，他一直在多个公司的董事会

任职，包括 Oaktree Strategic Income Corp、Oaktree Strategic Lending Corp 等。

齐默尔曼在 UTIMCO 任职期间，该基金的资产从 235 亿美元增长到 370 亿美元左右。据路透

社报道，UTIMCO 曾在齐默尔曼的主导下投资了桥水基金。

另外，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咨询实验室”和“财富咨询”业务的前全球负责人詹妮·拉卡内

利（Janine Racanelli）与安永（EY）前高管、首席运营官汤姆·沃勒（Tom Waller）、摩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根大通财富管理部门前风险业务管理负责人奥利弗·沃尔特斯（Oliver Walters）也是 DFO

的团队成员。

其中，詹妮·拉卡内利为 DFO 的 CEO，擅长为美国和跨境税收、财富转移和慈善捐赠制定相

关策略。她也一直是慈善投资和财富规划主题的作者和演讲者，曾出现在《巴伦周刊》、《商

业周刊》、《华尔街日报》和《福布斯》等出版物上。此外，詹妮·拉卡内利还是达利欧基

金会的执行董事。

02 达利欧基金会，全球慈善事业贡献者

达利欧慈善基金会（Dalio Philanthropies），原名达利欧家族基金会(Dalio Foundation)，

是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独立非营利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于 2003 年，主要关

注教育、卫生组织和人类服务。

从 2003 年成立至今，达利欧家族已向该基金会捐款超过 13.2 亿美元。该基金会支持处于各

个发展阶段的组织，从初创企业到成熟机构。

达利欧慈善基金会一直是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全球慈善事业的重要贡献者。在 2019 年的

年度报告中，达利欧基金会报告向康涅狄格州的事业捐款超过 600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

支持教育和青年服务。在 2019 年，该基金会捐助的最大对象为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根据该基金会财报显示，2018 年收入超过 1.1 亿美元。总捐款额，2017 年为 4700 万美元，

2018 为 1 亿美元左右，增幅达 113.8%。投资收益和股息收入，2017 年为 81.6 万美元，2018

年约为 376.5 万美元，增幅达 361.4%。

截至 2019 年 12 月，该基金会总费用约为 355 万美元。其中，该基金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技

术、教育、艺术和文化机会的计划费用为 1861.9 万美元，补助金（项目费用的一部分）为

1779.4 万美元。

该基金为全球贫困社区开展儿童福利和能力建设的计划费用为 106.2 万美元，补助金为

101.5 万美元。该基金为帮助和保护沿海受灾地区以及一些海洋研究和探索活动的计划费用

为 82.6 万美元，补助金为 79 万美元。

该基金为支持全球和美国的弱势社区的小额信贷、其他金融倡议的计划费用为 184.2 万美

元，补助金为 176 万美元。该基金为支持社会福利计划和其他捐赠的计划费用为 177.1 万美

元，补助金为 169.3 万美元。

此外，达利欧基金会还参与了一些前沿的影响力投资。

在对亚太地区的捐赠中，2020 年 2 月，达利欧家族基金会以及桥水基金承诺提供 1000 万美

元，以支持应对中国冠状病毒的爆发。

2020 年 11 月，达利欧向非营利性教育和研究机构新加坡财富管理学院 (WMI，2003 年在淡

马锡和 GIC 的支持下成立) 提供了 2500 万美元的赠款，以帮助培训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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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专业人员。该项计划同时也是达利欧基金会启动可持续市场原则计划中的一部分。

03 北京达利欧基金会

达利欧于 1984 年首次访问中国后，便“痴迷”于中国。1995 年，达利欧和妻子将年仅 11

岁的儿子 Matt 送到北京生活和上学。在那里，Matt 参观了中国的一家孤儿院，发现可以用

很少的钱为有特殊需要的孤儿提供帮助，并创办了中国孤儿“关爱之家”。

从中国回国后的几年里，Matt 了解了慈善事业，并在他 16 岁时创立了中国关爱基金会。该

基金会筹集了近 1500 万美元，挽救了数千名孤儿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想办法找

到足够的资金。

Matt 的举动也深深影响了其父亲。达利欧将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慈善上，“我做慈善

受儿子影响很大”。达利欧的妻子也在全职做慈善。此外，达利欧夫妇还加入了盖茨和巴菲

特联合发起的“捐赠誓言”，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用做慈善。

达利欧家族于 2003 年正式成立了达利欧基金会。最终，中国关爱基金会将其业务与半边天

基金会合并，该基金会今天继续支持中国的特殊儿童。

如今，达利欧慈善基金会和北京达利欧基金会依旧在支持中国的儿童福利和教育组织，包括

蒲公英学校、春晖博爱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等。

迄今为止，达利欧慈善基金会和北京达利欧基金会、中国关爱基金会以及达利欧家族对中国

的慈善项目支持总额约为 1.29 亿美元。

除慈善外，达利欧还积极布局在中国的投资事业。2016 年 3 月 7 日，桥水（中国）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成立，随后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成为

正式进军中国市场的外资私募。2021 年 12 月，桥水（中国）资产规模突破了 100 亿元，成

为首家晋升为百亿资管机构的外资私募。

04 达利欧家族：关于教育与爱

达利欧的父亲是一名爵士音乐家，与父亲不同的是，达利欧非常喜欢商业和投资。在 12 岁

时，达利欧就买了数十万美元的美国东北航空公司的股票。

达利欧的妻子芭芭拉·达利欧是雕塑家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的后代。芭芭拉在达

利欧所有与商业相关的企业中担任导师，同时也是家族很多慈善组织的主席。

达利欧有四个儿子，Devon、 Paul、Matt、Mark。其中，长子 Devon 生于 1978 年，于 2020

年死于车祸，终年 42 岁。Devon 曾是 P-Squared Management Enterprises 的联合创始人，

这是一家专注于中小型医疗保健的私募股权公司。此前，他还曾担任达利欧家族办公室的联

合首席执行官长达 8年。更早之前，他曾在桥水基金工作。

此外，Devon 还曾在达利欧基金会、DFO 的董事会中任职。他的慈善兴趣包括医疗保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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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退伍军人、救灾和动物福利。据一位家族发言人称，Devon 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包括长曲

棍球、滑雪和网球。

Devon 对政治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在 2008 年的总统竞选中支持约翰·麦凯恩，但约翰·麦

凯恩最终输给了奥巴马。

次子 Paul 生于 1979 年，是一名电影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 Touched with Fire，灵感来自

他克服自己狂躁抑郁症的经历。

2006 年，三子 Matt 从哈佛毕业后创办了 The Issue，这是一家在线媒体企业，旨在策划最

好的博客圈。在将 The Issue 并入 PBS 的世界新闻节目后，Matt 加入了东海岸最大的城市

更新项目之一 Harbour Point，以振兴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沿海地区的发展。在此期间，该

公司开发了七座建筑，Matt 参与了项目全程，包括融资、租赁、建设和营销。

如上文所述，Matt 目前在中国关爱基金会和半边天基金会的董事会任职。另外，他还联合

创立了计算机操作系统公司 Endless。

幼子 Mark 是 OceanX Media 的联合创始人兼创意总监。OceanX Media 为一项海洋探索计划，

达利欧也是 OceanX 的创始人之一。当亿万富翁们将目光投向太空竞赛时，达利欧却将目光

投向了海洋。将船舶的海洋研究与讲故事相结合也是达利欧慈善基金会的一项倡议。

2013 年，在 Mark 任职美国《国家地理》期间，他就经常和父亲达利欧一起向人们展示他们

对海洋的探索热情。他们与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合作进行探索，并与 BBC 合作拍摄了纪录片

《蓝色星球 II》。当时摄制组乘坐的是 M/V Alucia 号，一艘海洋研究和勘探船，其拥有者

正是 Mark 的父亲达利欧。

2018 年，达利欧慈善基金会还和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联合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为期

4年的 1.85 亿美元合作计划，该项计划拟将海洋研究与视觉叙事结合起来。

“在生命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父亲只是在做他喜欢做的事，”Matt 说，“这与钱无关，

这是关于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做你喜欢的事，钱就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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