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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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瑞富诚 798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历城控股）-第 3期
百瑞信托 6.9 2

山东省济南市历

城区

济南历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光信·光鑫·大城优债18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期）
光大信托 5.95 2 浙江省湖州市

湖州经开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光信·光鑫·弘腾29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一期）
光大信托 7.2 2

山东省潍坊市寿

光市

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光信·光鑫·弘腾29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二期）
光大信托 7.2 2

山东省潍坊市寿

光市

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稳健系列 L23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西部信托 6.55 2

浙江省湖州市吴

兴区

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顺鑫 363 号（永续债）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2期）
华鑫信托 7.05 2 江苏省泰州市

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顺鑫 30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7期）
华鑫信托 7.05 2 江苏省泰州市 泰州鑫泰集团有限公司

金诚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第 7期）
五矿信托 7.25 1

甘肃省兰州市城

关区

兰州黄河生态旅游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

金惠 1-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15期）
中诚信托 6.05 0.75 重庆市渝北区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利鑫11号高新控股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6.25 2

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区
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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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4-2022.07.10）新产品“金诚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第 7 期）”，

信托资金用于向被投资人兰州黄河生态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发放信托贷

款。本项目融资人为兰州黄河生态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期限 12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7.25%，兰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信托计

划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甘肃省重要地市级平台项目，行政级别高，平台地位重要。

2、项目融资人兰州黄河生态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1.40 亿，

其中私募债 1.40 亿，占比 100.00%；授信额度 339.00 亿，未使用额度 251.97 亿。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25.59 亿，长期有息债务 62.19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两家重要城投平台兰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方主体评级均为 AA+，兰州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授信额度 1999.49 亿，未使用额度 1030.92 亿；兰州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授信额度 928.57 亿，未使用额度 1030.420.65 亿。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兰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短期有息债务 381.64 亿，长期有息债务 920.85 亿。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兰州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短期有息债务 262.27 亿，长期有

息债务 540.06 亿。

4、2021 年甘肃省兰州市在甘肃省 10 个地区中，经济财政实力居首，如下表 1：

表 1：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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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 3231.29 1 兰州市 276.73

2 庆阳市 885.27 2 庆阳市 65.38

3 酒泉市 762.74 3 天水市 55.00

4 天水市 750.33 4 酒泉市 42.31

5 武威市 600.20 5 白银市 38.18

6 白银市 571.02 6 平凉市 38.18

7 平凉市 553.97 7 武威市 32.33

8 张掖市 526.23 8 定西市 30.61

9 陇南市 502.50 9 张掖市 28.26

10 定西市 500.76 10 陇南市 28.20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1 年甘肃省兰州市 GDP 为 3231.29 亿，在甘肃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021 年为 276.73 亿，在甘肃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一位，经济财政实力靠前。2021 年

甘肃省兰州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26.36 亿，债务率 22.48%，债务负担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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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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4-2022.07.10）共有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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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313 款，

其中，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 87.17 亿元，居首位；标品信托产品的发行规模

56.63 亿元，居第二位。本周共计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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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标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54%。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

益率为 6.87%，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2%，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54%，

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83%。本周共有 121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

人担保保证，有 37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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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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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4-2022.07.10）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482 只，较上周环比

上升 3.66%。共 239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378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多数策略的近一个月收益回落，其中事件驱动策略收益回落

较大，跌 2.89 个百分点；组合基金下跌 0.54 个百分点；其次股票策略下跌 0.37 个百分点。

宏观策略、相对价值和债券策略收益则有所上涨，分别上升 0.23、0.2、0.04 个百分点。整

体上股票策略收益率反超事件驱动策略，近一个月收益最高为 6.24%，CTA 策略收益率最低，

为 0.73%。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周（2022.07.04-2022.07.10）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

181 只产品，环比下降 6.22%。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48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7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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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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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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PMorgan Chase Bank, 睿远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HHLR 中国基金等投资宁

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00 亿人民币。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电池新能源供应商，致力于研发生产电动汽车及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电池模

组、电动汽车电池系统等。

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地产信托压降规模近八成，“真股权”投资模式遭遇“收缩潮”

今年以来截至 6月 30 日，房地产类集合信托产品发行规模同比下降了 77.6%——接近八成。

这与房企频繁爆雷以及部分信托公司被拖累的背景一致。同时，下半年将有逾千亿的房地产

信托规模等待兑付，这将考验信托和地产两大行业的“信任关系”。受房企债务风险暴露及

监管要求影响，信托公司目前对与地产行业的合作比较谨慎，但不排斥在优质地产项目上的

合作。而在合作模式方面，是以“真股权”投资形式介入，以免受到房企爆雷波及。不过，

受房地产行业当下缓拿地、缓开工、少融资的影响，“真股权”投资模式的推进实际也偏谨

慎。将来信托公司或谋求与地产“脱钩”。

银行理财：“固收+”回潮！ 银行理财子公司加速布局含权益类产品

下半年刚刚开始，A 股市场迎来一波回暖行情，银行理财子公司也悄然重新加大了“含权益

类产品”的发行力度。进入 7 月份以来，多个银行理财子公司已经或即将新发多只“固收+”

理财产品，其中大部分均将配置权益类资产。已发行的含权益理财产品的净值亦有所回升。

多款“固收+”的产品净值近一月年化收益率高达 20%以上，一改此前“只此青绿”的行情。

尽管不少银行理财子公司均表示将长期看好 A 股市场，但与 4 月奋力呼吁“坚持投资信

心”“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基调不同，各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发布的投资策略的展望报告着重

提示风险，认为下半年 A股市场将风险与机遇并存，投资者应量力而行。

公募基金：百亿新活水！热门赛道再出爆款基金

7月 8日，首批环交所 8 只碳中和 ETF 全部结束募集，据渠道人士处获悉，认购资金合计超

过 150 亿元。碳中和 ETF 主要聚焦“深度低碳”和“高碳减排”两大方向，通过碳中和行业

减排模型分别在各领域选取共计 100 只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沪深市场中对碳

中和贡献较大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从已披露的经营数据来看，该指数中前十大权重

股大多业绩斐然，有八家公司一季度取得了正收益。中证碳中和指数发布 3 个月后，基金积

极反应。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富国基金、汇添富基金、招商基金、南方基金、工银瑞信

基金、大成基金 8家基金公司上报了中证环交所碳中和 ETF。两个多月后，6 月 28 日，首批

8只中证环交所碳中和 ETF 获批。7 月 4 日即宣布正式出售，从获批到出售，仅仅只有一周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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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近两月平均大赚超 10%，股票私募强势“回血”

随着 4月底以来 A 股市场强势反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业绩也大幅“回血”，近两个月平均

反弹达 10%左右。多家百亿私募在底部加仓、增配成长类资产，尤其是新能源板块，在这波

“抢反弹”行情中表现出色。在近 2 个月净值强劲反弹之下，今年以来已有机构收益达到

146%，但也有机构前 4个月跌幅较大，尚未翻正。不同私募表现差异大。按规模来分，5 月

以来的反弹，0~5 亿以及 10~20 亿规模的中小私募反弹更多一些，50 亿以上的私募略逊一筹。

另外，近一年，百亿以上私募的平均回撤在 11%，相较其他私募更大一些。大多数私募基金

反弹力度小于指数涨幅。本轮反弹是偏结构性的且热点切换明显，成长风格的汽车、电力设

备、电子、国防军工等行业表现靠前，大消费板块在 6月中下旬也有一定表现，所以偏成长

的基金反弹更突出，还有量化股票多头的指数增强类产品以及主观股票中长期满仓运作的基

金表现也不错。但是，灵活配置型基金上半年因仓位不高、大多在五成及以下运作，且持仓

比较均衡，导致前期跌得少，在市场反弹初期会因为仓位较低，未能跟上市场的行情。

保险资管：险资 2季度积极顺“市”调仓，调研频次翻倍，偏好新能源、消费医药等板块

2022 年至中期节点，A股市场在经历内外“黑天鹅”事件冲击，出现悲观情绪宣泄并超跌的

现象后，在 5 月开始呈现修复趋势，并逐步企稳。对于险资而言，择机、调仓也在即时推动，

在 4 月底 A股出现探底后，多家保险公司及资管公司进行积极加仓，并表示下半年或迎来相

对安全的市场环境，可期待阶段性、结构性小牛市。从新股配售情况来看，根据 wind 数据，

今年第 2 季度，保险公司、保险资管公司及相关产品参与首次发配售次数合计达到 18838

次，单个产品中，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参与次数达到 52 次，居于首位。从

机构回馈与 2 季度调研情况来看，涉及新能源的电气设备与仪器、区域性银行、消费医药等

更受青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新兴行业投资的 beta 特性将

不复存在，必须仔细甄别细分板块或个股的竞争格局或成长空间，稳健布局。

券商资管：又一券商拟设立基金公司

近日，开源证券拟申请公募基金牌照，证监会已于 7 月 4 日接收开源证券提交的有关公募基

金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的材料。从业内排名来看，开源证券资管处于行业中上游。根据中国证

券业协会披露的数据，开源证券 2021 年资管业务收入为 1.33 亿元，在业内排名第 31 位，

好于多家中型券商。近年来，开源证券加大对资管业务的投入。去年四季度开源证券完成第

八次增资，融资规模 48.5 亿元，此次增资的资金五大用途中，“践行‘大资管’战略”排

在首位。早在六七年前，券商开展公募业务“破冰”，监管层鼓励证券公司通过设立资管子

公司开展公募业务，随后多家证券公司申请设立资管子公司。今年 4 月 26 日，证监会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四大主题提出 16 项详细举措，加

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大修落地，

正式放开“一参一控一牌”。后续，参控股优质公募基金的券商将有望受益于公募基金利润

贡献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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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城投债会违约嘛？你所不知道的政府定融

文/读 财 官

市场上对政信债产品存在多种说法，城投债、市政债、准市政债、城投非标、政信产品、政

府债等。其实这些都是同一类产品，只是有些叫法不规范。

准确来说，目前通过信托公司或理财师购买的产品，都应该叫做“城投非标债权”，简称“非

标”。

非标是指通过信托、私募、资管、金交所等通道备案发行的理财产品，区别于银行间市场及

上交所流通的标准化债券。

像目前我们买的个人投资的【10 万起投】（也有 5 万起投）的产品都是通过地方金交所合

规备案的非标产品。

截至目前，非标的违约率目前仅千分之几，主要集中在云贵地区。像广东、江苏、山东、浙

江等经济大省至今未出现任何一个城投非标产品的违约。

政信之所以有信仰，除了隐形的政府信用担保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政信债，尤其是城投债的历史兑付表现比较好，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到了。

在以前，政信债别说发生延期兑付了，就连违约的现象几乎都没有。

也就最近几年，债券市场的刚兑不断被打破，才有少量的政信债出现违约。可是，外界的媒

体可不管这些，一般报道这类事件时，就给你扣上政信「暴雷」的帽子，毕竟这样才会更吸

人眼球。

空口无凭，还是用数据说话，显得比较有说服力：全国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333 个地级

行政区划单位（ 283 个地级市、17 个地区、30 个自治州、3 个盟），2856 个县级行政区

划单位。

一个区县级单位，往往都会有好几家政府平台，少的也有 2-3 家，多的可能 6 -7 家。

一个地级市拥有的市级政府平台更多，一个省的省级政府平台就更不用说了。

据统计，全国大大小小有超过 10000 家政府融资平台。

非标政信债违约的案例，数量最多的时候就是 2019 年了，加起来应该是几十起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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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国有一万多家政府融资平台发过非标政信，发行中的非标政信债估计上万个都不止。

这样一算，非标政信债整体违约的概率还是很低的，且违约的绝大多数还是集中发生在贫困

地区。

比如贵州、云南、内蒙古等省份的贫困县市。

其它地区政信违约的都比较少见，而且违约一般也会被快速解决掉。

正因为政信的违约概率较低，所以比非标政信更优质的城投债，还发生了一种怪象。

因为城投债优异的历史业绩（ 100% 刚兑），市场上有一批激进的投资者，专挑烂城投债买。

因为城投有信仰，越烂的城投，实际收益越高，越高就越买。

前些年，那些金融机构投城投债时，曾经几乎就是啥也不看，真是闭眼投的。

既然是地方政府平台的融资，违约了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城投债的违约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性违约，一种是实质性违约。

01 技术性违约

一般由于地方政府平台在产品兑付本息时筹措资金不及时导致逾期，但在一个月内有效偿

还；

02 实质性违约

基本发生在行政级别低、地区财政实力不足且负债率较高的地区，如贵州三都、独山等区域，

到期后无法兑付本息，则会与投资人协商还款方式，多数采用两种方式：展期还款（展期利

息在原有的利息标准上浮 1%）；分期兑付（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分期兑付，偿还投资人本金

和收益）。

政信债，绑定了地方政府信用的债权，一旦违约，影响的是地方政府的信用，若延期不处理

会对当地的再融资能力造成极大的影响。

因此，政信债，一般是不存在终极兑付风险的，最终地方政府都会以各种形式筹措资金偿还

借款。

虽然政信债产品的违约事件很少，即便违约后，地方政府平台的还款意愿也很强烈，但对于

投资人来说，能不遇上当然就别遇上。

资管新规后，目前理财产品是打破刚性兑付的，不管政信类项目，还是银行理财，都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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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保息了，因而实行的是“卖者尽责，买者自担”。

坦白地讲，政信类产品作为理财的其中一个种类，也会出现风险。比如违约的风险。政信项

目一般是通过地方政府旗下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主要是用于基建为主，比如城市安置房建

设，比如修建水利公路，比如承接工业园转移等。

违约了怎么处置

很多投资者会看中政信项目，主要是觉得背后有兜底作用，其实政信项目确实有出现过一部

分违约。违约并不可怕，违约并不代表着钱拿不回来，而是需要延长时间给融资方处置，比

如处置抵押物或质押物，比如让担保公司发挥担保作用，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回笼资金或再融

资。

跑路可能性不大

政信项目跑路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是受公众监督融资平台，但国家并不会出台相关措施来强

制地方融资平台按时还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与 2018 年出台的资管新规，打破刚

性兑付相悖了，融资也是需要市场化，遵循市场规律的。

在 2017 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出台并实行“地方政府债务终身问责”，比如前任官

员离职了，留下的债务问题，不能拍屁股就走了，撒手不管，没处理好的债务问题伴随到这

官员的终身制，以此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结语

目前大部分政信产品还是比较可靠的，毕竟一旦违约，毁的是地方融资信誉，想要再融资就

难上加难了。但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或投资者，必须要有风险意识及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敬

畏风险，敬畏市场。

银行倒闭后，储户的钱能不能要回来？这些要点很关键

文/用益综合

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的储户没有办法正常提现，这件事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毕竟是 400 多亿存

款，这给很多人敲醒了警钟。

尤其是之前河南新财富集团和河南村镇银行的部分储户健康码变红了，这一系列的事情让人

百思不得其解，而这些储户就来自于广东、山东、安徽等等这些省份，涉及到很多人的毕生

积累储蓄，很多人就问了，现在储户这么多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这个储户的钱到底是属于存款还是理财产品，这个绝对要掰清

楚，这东西要没掰清楚的话，那区别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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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理财产品与存款很重要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理财产品跟银行存款的不同。

从风险性来看，现在的银行存款保险条例是 50 万以内的存款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相对来说，

银行所有产品中最安全的就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

就算银行出现了什么意外，就算哪天银行倒闭了，这些本金 50 万以内的额度，本金依然能

得到赔付。

除此以外一些理财产品，虽然利息很高，但是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

大家要注意了，这里保障的金额是存款，不关理财产品的事儿，如果银行倒闭了，能得到保

障的就是存款，如果你投资一些 P2P 平台，或者是通过其他互联网金融平台投的钱，不好意

思，这不是银行存款，要是平台暴雷、跑路了，你这一分钱也可能拿不回来。

那你只能够是等相关的监管部门清算完，你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赔付，甚至如果平台的钱没

了，有可能投资者的钱都会打了水漂。

从利息来看，相对来说，活期存款的利息是最低的，只有 0.3%，定期 3 年存款，利率不超

过 3%，如果你看到超过 4%以上的利率，就要警惕到底是定期存款还是理财产品了。

理财产品的利息肯定会比一般的定期存款利息要高，但是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是不太稳定的，

属于非保本浮动型，而存款是保本保息类型。

所以大家到银行存款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银行机构，千万不要被眼前的高利息蒙蔽了双

眼。

从灵活性来看，活期存款当然是随时支取，定期存款也可以提前支取，最多就是损失一些利

息而已。那么理财产品就不一样了，一般来说都不能够提前提取，它有一定的封闭期限，而

且在这个期间不能赎回。

存款与理财产品的不同，银行是债务人，储户是债权人，相当于你把钱存进银行，银行给你

保管，并且给你支付利息，但是理财产品却不一样。

理财产品就类似于你把钱交给资产管理机构，把投资者的钱汇聚在一起，然后再以信托或者

是资金管理的形式去做一些风险投资。

风险是由投资者自己承担的。

就像很多人都在使用的余额宝，很多人都认为余额宝相对比较安全，有点类似活期存款，随

时存取，但是利息又比活期存款高，但实际上余额宝就是一种货币基金。

如果余额宝出现了亏损，基金管理机构、支付宝都不会承担相对应的风险，他们都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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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平台而已，最终承担风险的还是投资者自己。

如何存钱，才能避免各种套路

目前我们国家的银行存款保险条例是 50 万以内的额度，可以全额得到赔付，也就意味着如

果银行发生了倒闭的意外，那么 50 万以内的存款是安全区域，超过 50 万以上的存款，可能

有一定的风险了。

根据分散性原则，假如你有 100 万，可以分开两笔，不超过 50 万的资金存进银行。

目前我们国家的银行大概有 4000 多家，村镇银行就占了 1651 家，虽然过去我们国家有 4

家银行倒闭，其他银行一直都是在安全的，但是从个人存款的安全严谨性来看，还是需要谨

慎。

毕竟每个人的钱都不是随随便便大雨刮风就来的。

从银行安全性的角度来看，其实银行的安全系数也是分等级的。一般来说，国有六大银行的

安全系数是最高的，其次第二阶梯就是 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次才是农商行或者其他的

一些民营银行，最后一个梯度才是村镇银行。

如果自己实在不放心，可以找实力相对比较雄厚的银行，毕竟大型银行的实力就摆在那里。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一次次投机行为的失败，让吐温找到了合适的获取财富的

方式

文/青 史 不 可 忘

从某种角度来说，吐温始终是一个有着发财梦想的作家，对于财富的欲望让“投机”这两个

字耗费了他前半生诸多心血与岁月，不善生意的他为谋生路做过不少行当，然而均以惨败告

终，尤以推广佩奇排字机的失败最为痛心。

一次又一次自我投机行为的不成功，让吐温在失去金钱的同时，更深刻认识到财富梦想的实

现，需要正确的方向与踏实的付出，因此他后半生开始做环球旅行演讲，由于找到了自己最

擅长的领域，加上他身上本来具备的那种奋进精神，最终获得了成功，还清了多年投机欠下

的巨款。

这样的经历，让吐温在深刻反省自身错误的同时，看到了在当时美国社会疯狂追逐财富的主

流意识中所盛行的“投机风气”，这股瘟疫般的投机流行病席卷当时整个美国，机会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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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瞬间渗透到每一个，有着致富梦想的民众的血液里。

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吐温很早就嗅到了这股投机风气，他发表于 1865 年的《卡拉夫拉斯县的

著名的跳蛙》是其成名之作，讲述了一个名为吉姆斯迈利的普通人，四处赌博的故事。

在吐温的笔下，主人公斯迈利嗜赌如命，如果他看见篱笆上歇着两只鸟，他便会跟你打赌，

看哪只会先飞。他与人斗狗、斗猫、斗鸡，甚至连屎壳郎的行走路线也要和人赌。甚至可以

说，赌博成为了斯迈利的全部生活，以至于他把道德和良心都置于一边。

当牧师沃克的妻子病重时，沃克在一旁祈祷，希望上帝施恩让妻子康复，但斯迈利开口道：

“我敢拿两块五毛钱打赌，她好不了了。”

小说的高潮出现在了最后，斯迈利选择训练他的跳蛙，所谓的名蛙多次赢得了和他人的比赛，

但却在最后输给了一个陌生人的无名小蛙，后来得知是斯迈利的跳蛙被人偷偷灌了铁砂而跳

不起来了。

评论界很多人都把这部小说，看成是吐温幽默作品的代表，然而，吐温在这里的幽默是深沉

的，甚至带有一种哲学意味的哀伤与悲悯。

该小说是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发表的，投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尚未成风，但有着失败

经历的吐温，塑造出斯迈利这个人物形象，通过看似风趣幽默的笔触，反映出当时的美国民

众对于财富的盲目、模糊的追求，思维和心智逐步变得无聊庸俗甚至失去良知，美国精神的

乐观积极、踏实践行被昏沉的、不可靠的机会主义思想所代替。

作家在幽默讽刺的同时，寄寓美国民众更多的是对于投机行为的否定与警醒。随着内战结束，

获胜的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开展自由竞争，“社会达尔文

主义”盛行，同时，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开始深刻影响着当时

的美国社会。

斯密坚持认为人本性即利己，尤其是追求自我经济利益，同时个人追求私利和改变自我境遇

的努力，也是国家社会富足的根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美国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从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逐步向工业层面的自由主义过渡，先辈们的个人主义是以

自由理想为基础，后来的个人主义则以工业生产理想为基础。

个人主义思想的不断升级，使得民众在自由思想的指引下，形成了人人都可以投机，投机就

可能致富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塑造了一个极具典型的

投机人物——塞勒斯上校，它被誉为吐温在这部作品中写得最好的人物。

塞勒斯上校，是以吐温的表哥詹姆士为原型创造的。他的家庭生活十分窘迫，连基本的饮食

和取暖都难以保障，经常穷得正餐只有一盆生萝卜，在寒冷的冬天家中，也只用一根洋火点

着很小的火炉，家人总是在瑟瑟发抖中度日。

面对穷困的生活，塞勒斯选择了自我欺骗来逃避现实的窘境，他把不值钱的普通萝卜说成是

世界上最好最贵的萝卜，节俭得只用一根洋火取暖，却被他解释为是一项自己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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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斯的自我欺骗，折射出底层民众幻想的虚妄与可怕，而其投机行为正是建立在自我欺骗

的基础之上。塞勒斯面对如此艰辛的生活不以为意，并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发财致富，只要一

提到任何的致富机遇，他总是滔滔不绝、大绘蓝图。

但与整日做梦的郝金士老爷不同，他不仅在思想上从不放弃发财的幻想，行动上他也不断尝

试，从养骡子到卖假药、造炸弹，再到在荒野上去建造城市，几乎每一个领域他都涉足，结

果自然是屡战屡败。

而这一点也是青年吐温的自嘲写照，他从排字机到营养品投资再到新印刷技术，无所不试却

一无所成。尽管屡屡受挫，塞勒斯却百折不挠，投机已经成为他的生存信仰，他犹如宗教信

徒一般传播着他的投机思想。

他凭借着可怕的三寸不烂之舌，开始鼓动周边的人一起构思和实施发财计划。在他的传教士

般的煽动下，身边很多人都成为了他的牺牲品。

1873 年美国发生经济动荡，正是《镀金时代》所揭露的种种罪恶所引发的。”塞勒斯作为

某种意义上青年吐温的影子，作家对其形象的塑造有着自省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他借塞

勒斯发出了对于当时“投机流行病”和“塞勒斯主义”的讽刺与反感。

投机者们扭曲了原本质朴、奋进的美国理想，丧失了美国精神中真正的进取精神，取而代之

的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自我欺骗，以及建立在混乱的价值观基础上的财富追求，以自由、平等、

拼搏为元素的美国式成功，在投机瘟疫中逐渐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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