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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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临汇萃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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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宁-黔南投资流动资金贷款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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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实信远 4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天津信托 7 1.5 重庆市合川区
重庆市合川区盛城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恒信国兴 543号-西安港投资 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5期
五矿信托 6.95 2

陕西省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建元45号泾河新城产发集团贷款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期
陕西国投 7.6 2

陕西省西安市

西咸新区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萧县利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国元信托 7.1 2

安徽省宿州市

萧县

萧县利农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城市发展 135 号集合资金信托-C 类 山东信托 6.9 2 陕西省西安市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

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百瑞富诚74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

胶州）6期
百瑞信托 6.8 2

山东省青岛市

胶州市

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信海 3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山西信托 7.2 2
山东省济宁市

任城区

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

有限公司

鑫苏 4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信托 7.2 2
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

盐城市大丰区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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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3-2022.06.19）新产品“信海 3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金用于投

资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在上交所发行的“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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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任兴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山东省济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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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 亿，

其中私募债 95.44 亿，占比 87.53%；授信额度 147.72 亿，未使用额度 24.59 亿。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76.23 亿，长期有息债务 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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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

额度 263.72 亿，未使用额度 1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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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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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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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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2022.06.13-2022.06.19）共有 298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76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22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40 款，

其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有 17 款，投向金融领域 123 款，工商企业领域 16 款，基础产业领域

84 款。本周共计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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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标

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64%。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94%，房

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61%，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71%，基础产业类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 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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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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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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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3-2022.06.19）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404 只，较上周环比

微降 1.22%。共 146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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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升。其中股票策略收益回升

幅度相对最大，涨 3.54 个百分点；复合策略上涨 2.68 个百分点；其次宏观策略上升 2.67

个百分点。整体上所有策略收益全部翻红，事件驱动策略近一个月收益最高为 8.78%，债券

策略收益相对最低，为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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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只产品，环比上升 6.14%。

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09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226.06 亿人民币。从本周 VC/PE 市

场发生案例数量来看，主要集中在 IT、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半导体及电子设备三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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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披露金额上看，本周化工原料及加工领域发生的单笔投融资金额较大，融资额来自 6 月

17 日，瑞泰新材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瑞泰新材公开发行股票 18333.33

万股，发行价格为 19.18 元/股，总募集金额为 35.16 亿元。瑞泰新材是江苏国泰旗下独立

的化工新材料及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材料以及硅烷偶联剂等化工新材料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权益类信托净值大幅缩水

标品信托作为信托产品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在信托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

私募排排网数据统计，截至 5 月末，仅投向二级市场的 491 只权益类信托产品当中，单位净

值跌破“1”的有 143 只，占比达 29.12%。截至 6 月 16 日，其中业绩最差的一只权益类信

托产品是兴业信托海外精选鸿兴六期，最新单位净值仅为 0.2625，累计收益为-73.75%，近

一个月的收益率为-25.83%，而该产品成立于 2018 年，采用主观多头策略。而另一只兴业信

托海外精选鸿兴五期最新单位净值也仅为 0.2777，今年以来收益率为-55.50%，累计收益为

-72.23%，成立时间也是 2018 年。

银行理财：银行理财“破净”产品已不足千款

3月份以来，受市场大环境影响，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净值缩水，“破净”产品不在少数。

而在承压数月后，银行理财子公司所发产品的净值近期已开始回升。同花顺 iFinD 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6 月 19 日，在 13298 款披露了净值情况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中，仅有 987 款

产品单位净值“小于 1”，“破净”比例已降为 7.42%。而 3 月末，“破净”产品数量曾一

度达到 1680 款，占比高达 14.77%。与此同时，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发行数量也呈趋稳态势。

普益标准日前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银行理财子公司共发行了 966 款理财产品，环

比减少 23 款。同期，银行理财子公司共有 2746 款理财产品在售，环比增加 140 款。行业研

究人士认为，未来，随着理财子公司数量不断增加，其产品发行数量也将保持稳步增长。

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冲刺“期中考”，多领域“回血”明显

今年上半年，A 股市场经历了较大幅度的震荡，公募基金也将迎来 2022 年上半年业绩“期

中考”。从上半年整体业绩情况看，多数权益类基金仍处于亏损。剔除今年以来成立的次新

基金，截至 6 月 19 日，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国际(QDII)以及 FOF 的年内平均业绩分

别为-12.91%、-9.96%、-11.51%和-7.2%，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另类投资基金则

收涨，平均业绩分别为 0.6%、0.91%和 3.24%。主动权益类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为负的仍然

占九成以上。但近期 A 股市场回暖令新能源、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回

血”明显。在金信转型创新成长、信澳新能源精选等净值增长超过 35%的主动权益类基金中，

持仓排名居前的均为比亚迪、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等新能源产业链个股。展望后市，考虑估

值以及经济增长预期好转等因素，基金经理普遍对于 A 股市场中长期表现态度乐观。

私募基金：全国首单券商私募子公司私募债近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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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风证券全资子公司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5 亿元公司债券成功发行，系全

国首单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 年 11 月，上交所出具《关

于对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1〕

1831 号)，天风天睿获准分期发行私募公司债券不超过 10 亿元。日前，天风天睿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成功发行，发行规模为 5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3+2），票面利率为 6.50%，由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担任本

期债券的簿记管理人和主承销商。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发行公司债券是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开

展直接融资的一次创新尝试，实现了债权融资渠道的拓展，助力机构形成更坚实的运营保障，

并为全方位资本服务的开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此举有助于投资机构发挥自身职能

及优势，更好地服务于民营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保险资管：前 4 个月险资配置股票与基金进一步缩水

6 月 17 日，银保监会披露今年前 4 个月保险业的经营情况。备受资本市场和保险业关注的

是，截至 4 月末，险资配置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余额及比例较 3 月末出现进一步缩水。据银

保监会披露，截至 4 月末，险资运用余额达 23.63 万亿元，其中，配置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

的余额达 2.81 万亿元，较 3 月末的 2.86 万亿元出现进一步缩水，配置占比也从 3 月末的

12.13%降至 4 月末的 11.89%，这一配置比刷新了 2019 年以来的新低。险资配置股票与证券

投资基金余额缩水通常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险资主动下调了权益资产仓位；二是公允价值

下滑。结合 4月份 A 股市场的走势以及头部险资机构的表态来看，公允价值下滑或是导致 4

月末险资权益资产持仓缩水的主因。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城投公司被起诉，又违约了，要迎来暴雷吗？

文/用益综合

近日，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钟山开投”）发布了一则涉及重大诉讼的公

告。

公告称，5 月 26 日，钟山开投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为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案号为（2022）湘 0104 执 6272 号，执行标的 5125.43 万元。

这一执行案件起源于某信托公司与六盘水梅花山旅游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梅花山

投资”）以及钟山开投的借款合同纠纷。

法院认为，信托公司与梅花山投资签订的《贷款合同》、与钟山开投签订的《保证合同》以

及三方共同签订的《贷款展期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判决梅花山投资偿还财

信信托借款本金 4亿元，利息 258.3 万元，罚息 225 万元，复利 3.9 万元。钟山开投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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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钟山开投在公告中表示，本次涉诉事件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产生的影响目前尚不能

确定，我公司已充分了解上述事项的重要性及紧迫性，目前正积极协调解决该事件。

钟山开投法定代表人两次被限制高消费

钟山开投官网显示，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获批主体信用评级为 AA 级，注册资金为 25

亿元，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致力于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土地一级开

发，酒店投资开发，商业贸易，民生事业项目开发建设，水利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旅游项目

投资及管理服务，畜牧业产品深加工，林业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

天眼查 APP 显示，钟山开投成立于 2012 年，原为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利局全资控股，经

过多次股东变更后，现为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穿透后控股股东为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

Wind 数据统计显示，从 2019 年-2021 年，钟山开投的资产总额逐年增加，分别为 232.8 亿

元、253.43 亿元、266.01 亿元，其负债总额也逐步增加，且增长速度快于资产总额。2019

年，钟山开投的资产负债率为 46.72%，2020 年资产负债率达到 50.07%，2021 年已经达到

51.98%。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应兵在 2021 年两次被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一次是因

为招商银行六盘水分行与钟山开投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次是因为另一家信托公司与钟山开投

的信托纠纷；均由于“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而被

列为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梅花山投资财务状况堪忧

而另一被告梅花山投资的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同样堪忧。记者查阅梅花山投资 2021 年报，

显示 2021 年公司资产总额 122.88 亿，总负债 51.16 亿，资产负债率为 41.63%，而此前两

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020 年 43.06%，2019 年 36.87%。

梅花山投资近三年的归母净利润呈现断崖式下降趋势，2019 年至 2021 年的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 1.02 亿元、0.63 亿元、0.33 亿元。

Wind 数据显示，2022 年开年以来，梅花山投资已经 5 次上榜被执行人名单，共执行标的 1.98

亿元。

信托公司起诉城投公司案例越来越多

近年来，信托公司起诉地方投资公司的案例越来越多。

政信项目最大的风险就是延期，目前还没出现彻底不兑付的情况！

所谓政信类信托，又被称为基础产业类信托，一般涉及的项目多是政府的基建项目，且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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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债务人为地方政府形成债权关系。无形中，它是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金融活动。

已违约政信项目信托公司通常的解决方式

对于已经违约的政信项目，信托公司通常有三种解决方式。

首先，信托计划被推迟。若因暂时性现金流量周转出现问题，可选择延期兑付，在此期间，

由融资方分期偿付利息。

第二，寻求第三方资金参与化解，第三方在这里既可以是同行业的企业，又可以是专门处理

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重组信托受益权，或融资方的抵押物，或掌握融资方的其他优质

资产，以寻找第三方，对盘活这类资产进行重组，为融资方筹措资金，兑付信托项目利息。

第三，抵押物的处置，或者要求担保人等代融资人偿还信托资金。如有异议，可通过诉讼途

径、司法介入解决。

投资者选择政信信托项目的要点：

一、项目区域：投资政信类信托产品首先要清楚信托项目所在的区域。对于政信类信托区域

经济实力，可以直接体现兑付还款来源，因此信托项目所在区域是选择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

二、融资主体：政信类信托项目融资方一般为当地的城投公司，在选择信托项目的时候，需

要了解融资方是不是当地的核心城投公司。一个地区融资城投公司可能为多家，在选择的时

候要优先考虑实力排名靠前的城投公司，地区核心城投公司能获得当地政-府比较优质资产

的注入。

三、产品风控：政信类信托产品目前比较常见的风控手段是易收账款的质押，在选择产品需

要关注易收账款的实际债务人是谁，是否有相关的协议或者是否有政-府批复的文件，如果

信托项目所在区域比较发达，土地流动性比较好，土地的价值也比较大，此类为优质项目。

如果信托项目所在的区域比较弱，土地流动性比较差，土地的价值比较低，选择此类信托产

品时，需要看是带有土地抵押物，抵押率越低越安全。

四、担保方：目前政信类信托项目担保形式，比较常见的为一家城投公司融资，另一家城投

公司作为担保方，在选择的时候需要了解担保方的资质如何，所在地区实力是否强劲。也需

要清楚了解担保方是否是当地的核心城投公司，是否有发过债务，信誉评价如何，在选择时

可以优选考虑实力强，信誉评级高的担保方信托项目。

新晋热门——“标品信托”大起底

文/中铁信托

近年来，随着资管行业的加速转型，相信投资者们对“标品”一词并不陌生，信托公司也纷

纷参与布局，标品信托已跻身于行业热门产品。那么您是否也好奇过，究竟什么是标品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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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传统信托产品又有何不同？为什么要推出标品信托呢？

一、政策要求与行业内需双重推动，发展标品信托成大势所趋

自 2018 年“资管新规”的出台以来，从政策思路上指明了“净值化、去通道、去杠杆”的

监管导向。对资管行业提出了“打破刚兑、回归本源”的展业要求，严格管理非标准化债权

资产投资，奠定了审慎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业基调。随后，在 2020 年颁布

的《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明确了对非标业务的比例限制，鼓励信托

公司转型标准化业务，进一步确定了标品信托作为未来信托行业的转型方向。

此外，通过信托产品在标准化转型过程中的杠杆率压降，从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引

导信托行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业务本源。标品信托灵活、透明的特性也极大程度地消除了

产品嵌套的套利空间，是投资者权益保护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内在需求，助力信托行业的健康

长远发展。

由此可见，标准化、净值化的标品信托既符合监管导向，也有利于信托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未来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二、新晋“顶流”的辨识度全解析

标品信托一般是指信托公司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将信托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交易所、发

改委、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备案发行的标准化金融产品。

较传统非标信托产品而言，标品信托在投向领域、收益来源、风险特征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1）标品信托的投资标的主要是在交易所、发改委、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备案发行的标准化

金融产品。

“标品”即标准化金融产品，例如城投债、利率债、大额存单、债券型基金、现金管理型金

融工具等，具有标准化、可分割、可公开交易、流动性较高的特点。

（2）标品信托期限灵活、信披透明、收益来源多样。

由于公开市场的资产交易活跃、市场定价，且价格实时公开可查，所以较传统信托产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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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品信托具有信息透明度高、期限灵活、产品流动性高等特点。净值化管理模式下，标品信

托的投资收益由底层资产直接决定，一般没有明确的预期收益率，收益来源多样，既包括因

承担市场风险而获取的标品资产价差收益，也包括标的资产的利息和资本利得等方面的收

益。以投资债券资产为例，除了资产买卖的资本利得外，投资者还可能获得底层债券的利息

收益。

（3）标品信托以市场风险为主要风险特征。

底层资产的公开交易属性决定了标品信托的价格主要受市场影响，因而其主要风险特征为市

场风险及其伴随的声誉风险。对此，需要依靠信托公司专业的投研体系和深入的市场研究提

前研判市场风险，及时采取防控措施进行风险管理。

三、“三大优势”使标品信托成为净值时代的不二之选

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配置标品信托，可以更加关注资产价值，有助于价值投资的观念树立，

追求更优的长期回报。标品信托不仅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投资期限选择，还能在兼顾风险

与流动性的基础上丰富收益来源，加之更完善规范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使标品信托产品成为

净值时代的不二选择。

第一，标品信托的底层资产属性更能反映其真实价值，有利于投资者关注资产本身，坚持

价值投资。

标准化资产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由长期趋势和相对资产价格决定价值。因此，标品信托能

有效反映底层资产价值，协助投资者更理性地选择投资标的，树立价值投资观念。

第二，标品信托能够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期限需求。

同样，标品信托底层资产的标准化、价格公允、流动性强等优势，也使标品信托在投资期限

的设计上可以更加灵活，能够满足投资者对投资期限的多元化需求。

第三，标品信托信息披露程度更高，监管更规范，投资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标准化资产信息披露程度高，且有明确的登记和托管机制，监管更加规范。因此标品信托有

利于投资者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产品投向、价值等特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做

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标品信托凭借在投向领域、收益来源、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在信托行业中异军突起。

但其走红并非偶然，而是监管要求与发展内需的大势所趋。投资者们不妨借此东风，合理配

置标品信托，充分利用其公允定价、期限灵活、监管全面等优势，实现多元的财富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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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为什么美国超级富豪喜欢当“地主”？

文/foinsight

如今，许多美国亿万富翁们正在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德克萨斯州购买大型土地，成为“地

主”。他们甚至还将土地称为“最硬核”的资产。譬如，比尔·盖茨拥有 26.9 万英亩土地；

杰夫·贝佐斯拥有 42 万英亩土地。

为什么美国超级富豪喜欢当“地主”？今天将为你一一揭秘。

01 美国富豪爱当“地主”

在美国，许多私人富豪至少拥有数 10 万英亩的土地，其中少数人甚至拥有超过 100 万英亩

的土地。

而排名前十位的私人土地拥有者共有超过 1300 万亩土地，占美国国土面积的 0.5%以上。这

些人中，一部分是家族继承人，早在 1800 年代就继承了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其他人则是白

手起家的富翁，在完成原始的财富积累后，开始不断收购土地。

富豪们往往喜欢在西南和西海岸投资大量的房地产土地，喜欢在得克萨斯州的南部、西部以

及新墨西哥州投资牧场。而加州、怀俄明州以及蒙大拿州的大片土地中，既有牧场也有农场，

可用来饲养牲畜、生产木材。

美国的土地投资，分为木场（森林）、农场（农田）、牧场三大部分。

在农田方面，据 2021 年 1 月《土地报告》爆料称，盖茨家族现在是美国农田最大的私人所

有者，通过 Cascade Investment LLC 拥有 24.2 万英亩的农田。这使得盖茨家族领先第二大

农田所有者奥弗特家族超 5 万英亩。

除农田外，盖茨家族还拥有过渡用地 2.6 万亩，休闲用地 1234 亩，拥有的土地总面积共 26.9

万英亩。其中，最大面积的土地位于路易斯安那州（6.9 万英亩）、阿肯色州（4.8 万英亩）

和亚利桑那州（2.6 万英亩）。

据悉，Cascade 近十年来一直在收购美国的农田。2014 年，该基金在加州、伊利诺伊州、爱

荷华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州拥有至少 10 万英亩的农田。

Cascade 最大的一笔投资是在 2017 年。该基金从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CPPIB) 收

购了 5.2 亿美元的农田资产。这批资产以前由美国农业公司 (AgCoA) 所有，它占据了

Cascade 当今所拥有的大部分面积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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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Cascade 以 1.7 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约 1.45 万英亩的优质农田，卖方为另一家主

要机构投资者约翰·汉考克的人寿保险公司。

此外，盖茨基金会也已投资农业超过 10 年。从投资方向上，可以猜测，其购买土地或为更

好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包括促进高产、研究开发耐气候作物等。另外，Cascade 的子公

司之一 Cottonwood Ag Management 是 Leading Harvest 的成员，这是一个旨在促进可持续

农业实践的非营利组织。

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购买土地的原因，或因其在祖父母的德克萨斯牧场度过了童年

的夏天。如今，他所拥有的土地也在德克萨斯州。

02 为什么美国富豪爱买土地？

虽然盖茨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农田所有者，但他绝不是最大的个人土地所有者。

因其电信企业 Liberty Media、Liberty Global 和 Liberty Global 而被戏称为“有线牛仔”

的约翰·马龙 （John Malone）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土地所有者，拥有 220 万英亩土地。2010

年，他通过购买位于新墨西哥州 29 万英亩的贝尔牧场，超越了 CNN 创始人特德·特纳，成

为美国最大的个人土地所有者。

此外，约翰·马龙还在美国各地购买了地块，包括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佛罗里达州、缅

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里兰州。

为什么美国富豪们热衷于购买土地？约翰·马龙曾说表示，“生产性土地是历史上为数不多

的永久价值之一”，这句话或代表了许多富豪的心声。

“这是一项价值不断增加的资产，”美国农田信托公司 CEO 约翰·皮奥蒂也曾说，“它具有

巨大的内在价值。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土地资产的投资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劲的历史回报。

耕地收益有两种形式：一是租金和作物支付的当前收入；二是出售标的资产带来的价格升值。

1992 年至 2020 年间，美国农田的平均年回报率为 11.0%，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年回报率

8.0%。

其次，被动回报。

农田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被动收入来源，使投资者能够多样化收入来源。另外，作物支付

价格会随商品的价格波动，而农田却不会。这意味着，农田可以有效地对冲通货膨胀。

第三，投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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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比尔·盖茨一半以上的财富都投资于技术，并在技术投资领域赚了数十亿美元，但

他深知投资一些其他的资产类别对于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性。譬如，股票、债券、商业房地

产和黄金等资产类别或会出现波动，但农田投资则波动很小。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标准

普尔 500 指数的最大跌幅为-46%。同期，NCREIF 农田指数却上涨了 17%。

第四，低波动性。

农田是一种极低波动性的资产类别。如上图所示，1992 年至 2020 年间股市波动率为 17.2%。

相比之下，美国农田的波动率仅为 6.9%。

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前几个月，这种波动性差异得到了体现。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国股市下

跌了-19.8%，原因是新冠疫情的封锁导致了经济缩减和投资者的恐惧。第二季度，市场反弹

的速度几乎一样快，回报率为 20.0%。相比之下，新冠疫情对农田收益的影响要小得多。农

田回报率在 2020 年第一季度下降至-0.1%，并在 2020 年第二季度上升至 0.6%。

第五，可持续性。

投资农田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并增加可持续性资产。据《国家地理》报道，通过采用技术

和可持续耕作方法，农场的产量可以增加一倍或三倍。因此，农田投资能够为地球上约 90

亿人提供食物，能够有效保障粮食安全。

另外，可持续的耕作方式也增加了土地的价值，为地球和投资者创造了利益。然而，投资新

技术需要前期投资。因此，投资农田是农民、投资者和环境的共赢。

如今，农田投资不再是超级富豪的“专利”。投资者不及比尔·盖茨的财富水平也可以投资

农田。Farm Together 等投资平台正在为合格的投资者创造机会，以低至 1.5 万美元的价格

投资农田。

第六，通过租赁，获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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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土地所有者会利用土地，通过多种方式获利。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美国 9.11 亿英

亩的农田中约有 39%出租给农民，其中 80%的出租农田归私人地主所有。

“年轻的农民很乐意租地，因为不管是老是少，这都是生意。”盈透证券董事长、拥有 58.1

万英亩土地的 Thomas Peterffy 说道。

“如果你购买一个农场，并将现金租赁租约到位，你将看到大约 2.5%的资本回报率，”

Peoples Company 总裁 Steve Bruere 说。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土地一直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因为其具有长期升值、税收优惠的价

值，这使得它比许多奢侈品投资更稳定、更可预测。除此之外，土地还可为富豪们提供高品

质的生活。如，许多大型牧场不仅可以用来养牛，还可用于娱乐，例如狩猎、钓鱼、度假等。

03 美国土地交易频繁

如今，美国的土地交易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由于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拥有牧场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一位美国行业人士说道，

“合格的买家现在能以 3%的利率购买牧场，或对牧场进行融资。由于疫情影响，‘城里人’

正在寻求购买牧场的机会，以逃离人口众多的地区，这样他们就可以呼吸到清新的乡村空

气。”

在卖方市场上，众多富豪正在出售他们的土地。

亿万富翁科赫工业的董事长兼 CEO 查尔斯· 科赫在德克萨斯州的斗牛士牧场以 1.24 亿美

元的价格上市出售，烟草亿万富翁布拉德·凯利在新墨西哥州的麋鹿谷牧场以 9600 万美元

的价格上市出售，葡萄酒商雷蒙德·邓肯在科罗拉多州的钻石尾巴牧场以 4500 万美元出售，

高尔夫球手格雷格·诺曼在科罗拉多州的七湖牧场以 4000 万美元出售。

同样在买方市场上，富豪们争夺土地的热情很高。

2020 年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亿万富翁 Bloomberg 大股东、联合创始人兼 CEO 迈克尔·布隆

伯格以 4479 万美元收购了亿万富翁 KKR 联合创始人亨利·克拉維斯和亿万富翁家得宝联合

创始人亚瑟布·布兰克拥有的 4600 英亩科罗拉多牧场。

另据报道，亿万富翁奈飞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正在科罗拉多州建造一座占地 2100 英亩、

耗资 2000 万美元的 Lone Rock Ranch 大院。

尤其新冠疫情期间，土地托管期限明显缩短。随着城市压力的加剧，富豪们想要利用土地资

源变现的时间明显缩短。大多数买家，早已开始在土地这块画布上，描绘他们未来对于房屋

和谷仓的梦想。

土地，正在成为美国富豪和新投资者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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