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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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诚11号西咸城投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6.95 1

陕西省西安市未

央区

陕西西咸新区城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稳健系列 E36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6期
西部信托 6.8 2

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区
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

百瑞富诚 798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历城控股）-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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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信国兴 651 号-利民 68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9期）
五矿信托 7 1.5

山东省济宁市任

城区
任兴集团有限公司

金诚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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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实信远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天津信托 6.95 1.5

江苏省淮安市淮

阴区
淮安园兴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新津新城发展专项债权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陕西国投 6.8 1

四川省成都市新

津区

新津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福临汇萃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5期）
中粮信托 6.75 2

江苏省泰州市海

陵区医药高新区

泰州东方中国医药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龙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

类）
北京信托 7.2 1.17

四川省成都市龙

泉驿区

成都中法生态园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鑫苏 525 号（永续债）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1期）
华鑫信托 7 2

江苏省盐城市亭

湖区

江苏嘉亭实业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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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2022.07.18-2022.07.24）新产品“成都新津新城发展专项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信托资金用于向被投资人新津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设立的专

项债权。本项目融资人为新津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期限 12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6.8%，

成都市新津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债务人的还款义务提供差额补足，并向陕国

投提供差额补足函。承诺对债务人所有应付未付款项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清偿责任。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四川省重要地市级平台项目，行政级别高，平台地位重要。

2、项目融资人新津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23.28 亿，其中，

私募债存量规模 17.80 亿，占比 76.46%；授信额度 61.30 亿，未使用额度 14.81 亿。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35.46 亿，长期有息债务 85.51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重要城投平台成都市新津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方主体评级为 AA，成都市新津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授信额度 23.49 亿，

未使用额度 47.59 亿。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成都市新津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短期有息债务 39.01 亿，长期有息债务 42.29 亿。

4、2021 年成都市在江苏省 10 个地区中，经济财政实力居首，如下表 1：

表 1：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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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 19916.98 1 成都市 1697.90

2 绵阳市 3350.29 2 宜宾市 251.17

3 宜宾市 3148.08 3 泸州市 190.00

4 德阳市 2656.56 4 凉山彝族自治州 172.79

5 南充市 2601.98 5 绵阳市 159.20

6 泸州市 2406.08 6 德阳市 148.68

7 达州市 2351.70 7 南充市 144.67

8 乐山市 2205.15 8 眉山市 137.90

9 凉山彝族自治州 1901.18 9 达州市 133.32

10 内江市 1605.53 10 乐山市 131.92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1 年四川省成都市 GDP 为 19916.98 亿，在四川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一位，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2021 年为 1697.90 亿，在四川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一位，经济财政实力靠前。2021

年四川省成都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043.31 亿，债务率 9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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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8-2022.07.24）共有 328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81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47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70 款，

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 85.54 亿元，居首位；标品信托产品的发行规模 92.76

亿元。本周共计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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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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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61%，基础产业类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 6.84%。本周共有 89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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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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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8-2022.07.24）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520 只，较上周环比

上升 0.97%。共 203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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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回落，其中股票策略收益回

落较大，跌 3.19 个百分点；事件驱动策略下跌 2.07 个百分点；复合策略下跌 1.10 个百分

点；相对价值、债券策略和宏观策略收益跌幅较低；CTA 策略则回升 3.15 个百分点。整体

上 CTA 策略收益最高，近一个月收益为 3.40%，其次事件驱动收益率为 2.31%，债券策略收

益率最低，为 0.28%。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周（2022.07.18-2022.07.24）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

181 只产品，环比下降 4.02%。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57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4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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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及电子设备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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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医疗健康三大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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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

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芜湖信达降杠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创投制

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等投资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10.00 亿人民

币。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纯度多晶硅制造商，采用全自动、全循环的闭环

式运行工艺生产产品，产品高纯多晶硅主要用于加工硅锭、硅片、电池片和电池组件等太阳

能光伏产品，同时还为用户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多家国企信托公司销售的政信产品收益率破 6%

目前，多家国企信托公司销售的政信产品收益率破 6%了，在房地产信托产品普遍延期的情

况下，政信类信托再次受到投资者追捧 。未来，信托公司参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方

式可能会从融资类转变成完全的投资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净值化，据某信托公司总裁

透漏，在保证非标转标大的政策不变动的情况下，未来信托公司会以 ABS 债形式参与地方政

府基建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未来政信信托产品将不会在有固定收益类，年化 7%-8%利率

的信托产品将会成为历史。

银行理财：头部银行理财子公司出手了！发力这类产品

在守住“固收+”等稳健类理财的基础上，少数银行理财子公司开始“拓荒”指数增强型理

财产品。近日，招银理财发布一款风险收益评级为 PR5(高风险)、挂钩中证 500 的指数增强

理财产品，在拓展多层次风险收益理财产品方面，继续做出了探索。除了招银理财的指数增

强理财外，近年来，中银理财、中邮理财、平安理财、渝农商理财等多家机构都有跟踪指数

的理财产品，有的产品跟踪中证 500 指数等标准化指数，有的则分别跟踪中邮理财稳健策略

基金指数、中证渝农商理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指数、中国优势企业指数等银行编制的

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募基金：接近 7000 亿元！二季度公募利润总额出炉

随着市场的强烈反弹，二季度，公募基金公司管理总规模再攀新高。随着行业整体规模水涨

船高，基金公司的资管规模也在扩大，截至二季度末，有 40 家公募的非货管理规模超千亿

元。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 年第 2 季度参与统计的 9573 只基金的利润总

额是 6998.82 亿元。各个类型基金利润情况如下：股票基金利润 1668.44 亿元、混合基金利

润 3769.63 亿元、债券基金 857.01 亿元、货币市场基金 524.37 亿元、QDII 基金 114.22 亿

元。天相投顾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基金公司管理总规模增加 1.57 万亿，达到 26.67 万亿元，

增幅为 6.27%，扭转了前一季度下滑的趋势。

私募基金：云南交投首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成功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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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交投路域一号基金成功完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该基金是云南省交通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首支自主发起设立、管理的基金，是在集团公司“一体两翼双平台”总体战

略框架下产融结合的具体实践，为集团公司拓展股权业务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基金公司成

立于 2021 年 3 月，同年 8月获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当前，在私募基金行业监

管趋严、募资难度加大的背景下，基金公司严格按照金融监管、国资国企管理要求，通过多

方对接、探索，最终牵头发起设立“云南交投路域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基金计划投向综合交通、路域经济、新型基础设施、智慧交通等集团“十四五”规划发展

方向，充分发挥私募基金管理平台与路域经济、新兴产业之间的协同联动作用。

保险资管：险资也爱“锂”！中国太保斥资 10 亿认购天齐锂业 H 股

港股上市不久的千亿新能源巨头天齐锂业（09696.HK），因徐翔前妻应莹的一句话导致在 A

股连续大跌，但 7 月 18 日，保险巨头中国太保却反其道而行之，斥资 10.21 亿港元，认购

天齐锂业 H股约 7.58%的股份。天齐锂业港股发行价 82 港元/股，相比于 A 股股价仍有不小

的差距，可以说这是险资对于港股股票的一次战略投资。而在最近一周多的交易时间内，天

齐锂业已经跌破发行价，相信中国太保成为其基石投资者的目标并非是看股价短期波动，而

是看中了新能源领域的业绩高增长预期和高分红盈利。中国太保此次行为是年内险资首次主

动举牌上市公司。H股的差价以及能源板块股票，或将成为接下来险资的投资标的。

券商资管：创新产品疯狂“吸金”百亿，125 只沦为“迷你基”！ETF 冰火两重天

受市场波动影响，今年以来 ETF 新发数量与募集规模不及去年同期。Wind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2 日，今年以来共成立了 82 只 ETF 产品，期间首次募集的合计规模为 484.83 亿元；与

去年同期成立了 162 只 ETF 产品、合计 1114.29 亿元的募集规模相比；数量上减少了一半，

募集规模也减少了 56%。伴随着市场动荡，ETF 产品“两极分化”问题也日益严重，出现了

“冰火两重天”局面。一方面，部分热门赛道产品获得市场追捧，疯狂吸金。另一方面，部

分产品也因丧失流动性，被迫清盘或处于清盘边缘。Wind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2 日，今年

以来已有 6只 ETF 产品（排除 ETF 联接基金）清盘。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FOF 产品，真的只有配置型 FOF 才值得买吗？

文/风云君

FOF 产品的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通道类、拼盘型、单一策略类和配置型等。大家可能会

问：市场上一直在说通道类、拼盘型 FOF 不好，单策略 FOF 有点鸡肋，配置型 FOF 才是 FOF

中最好的一类，也只有配置型 FOF 才值得参与。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判断一个产品到底值不值得投资，还是要看产品的底层逻辑和收益来源是什么，而不是仅从

产品组合这个表面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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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FOF 究竟有哪些收益来源呢？

第一个收益来源是“信息差”。所谓信息差就是 FOF 管理人通过长期深耕一些细分领域，寻

找这个细分领域内还没有被大量资金发现的高α策略，从而获得超额收益。其实就是“我明

白的东西你还不知道，我先你一步”。就是研究那种小而美的标的：一些别人还没有研究的、

比较小、做得又很好的标的。

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很多时候“小而美”实际上是只有小没有美，因为真正的小而美是很

稀缺的。小肯定是有小的原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探寻金矿的过程，难度挺大的。它对管理

人有很高的要求：这个 FOF 基金经理，一定要对某一个细分领域有长期的投入和研究，才有

可能找到小而美的标的！

第二个收益来源是“资源差”。所谓的资源差就是 FOF 管理人，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资源，获

得一些稀缺产品的额度，以此来获得超额收益。比如国内的一些量化公司有一些新开发的、

小容量的策略的基金，它的夏普可能非常高，但是一般代销买不到，大部分个人客户也买不

到。因为对于私募产品来说，管理规模、收益弹性和波动率这三个要素相互制约，形成了一

个“不可能三角”。管理人开发高α的策略时就必然会受到管理规模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

为了保证收益，他们就会对管理规模进行控制。

但是一些 FOF 管理人因为行业的资源，比如华软、博孚利、明晟东诚等等，通常可以拿到一

些比较稀缺的额度，从而在这个层面上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

第三个收益来源是“认知差或预期差”。所谓认知差和预期差，主要是指 FOF 管理人对宏观

环境、各类策略周期的分析，可能比别人更高明一些，在资产配置和资产择时时有更强的判

断，以此来获得超额收益。从整个 FOF 行业的情况来看，它未来是 FOF 管理人非常重要的一

个能力。信息差和资源差这两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获取超额收益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明确了收益来源，答案就很明确了！

要不要选择某个 FOF，关键还是要看这个 FOF 的管理人对应这三个“有没有”：

——有没有做到深挖小而美的标的，赚到信息差；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行业资源，能拿到稀缺的产品和份额，赚到资源差；

——有没有在宏观市场和资金结构的分析上、不同策略的策略运行周期上有自己独到的认知

能力，从而赚到认知差。

这些才是我们判断一个 FOF 产品是否值得投资的因素！

投资 FOF，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一、一定要了解管理人赚的到底是α还是β。所谓α，就是一类细分策略或者一类因子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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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资金发现之前所能获取的收益；被大量资金发现之后它就成为β。α收益更加考验研究

的深度和勤奋的程度，β的博弈属性更强一点。

在选择 FOF 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管理人的优势在哪里，如果他的优势很容易被复制，那他

的超额可能就会比较短暂。选择一个 FOF 的管理人，首先还是要看他在α方面的能力强不强，

然后再看他的β能力强不强。

二、关于“明星拼盘类”FOF 到底能不能买，可以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该 FOF 所投资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否相对稀缺，是否是可以创造α的产品；如果只是名气

大，产品并没有特别稀缺、或特别突出，那就需要谨慎一些。

——资产配置比例是否合理，能够降低整体组合的波动。假如一个 FOF 组合，买的虽然都是

明星产品，但是风格和产品的集中度很高，那可能β属性就很高，α属性相对低一点。

——最后，针对这类 FOF，要深入看管理人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跟踪机制，这样能够保证在所

投标的不符合预期的情况下及时更换，而不是拿着一个明星拼盘一直不动。

三、投资 FOF 是否需要择时呢？这个其实也要分情况看：

择时本质上就是一种博弈。如果所要投资的 FOF 产品的β属性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是可

以考虑择时的。比如股票多头为主的 FOF，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一下择时的问题。但是在择时

的时候，风云君认为，只需要进行一个大的周期的择时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底部买入，在相

对高位赎回。短周期的择时，则相对没那么现实。

如果是α属性比较重的 FOF 就可以淡化择时。有些管理人，比如华软，它可能买的主要是市

场上套利跟中性类的产品，择时的意义不算大。又比如博孚利，全是 CTA，在 CTA 里面又主

要专注于一些细分策略，这就很难择时了！

新华信托破产，高收益的信托还能买吗？

文/谢九

7 月 6 日，银保监会发布公告，同意新华信托进入破产程序，这是过去 20 多年来首家破产

的信托公司，对整个行业发展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新华信托破产，可能会让信托行业的

兑付危机进一步浮出水面。对于那些追求信托高收益的投资者而言，需要做好信托产品爆雷

继续升级的心理准备。

新华信托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信托公司之一，2020 年 7 月，中国银保监会对“明天系”旗下

的 6 家机构实施接管，新华信托就是其中之一。新华信托的破产，虽然有“明天系”这样的

特殊因素，但是也折射出了我国信托行业当前的大环境。当前我国的信托行业，出现问题的

不只是一个新华信托，还有很多其他信托公司，以及信托理财产品，都面临较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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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四大支柱当中，银行、证券和保险为普通大众所熟知，信托行业的存在感

相对较低。由于发展不规范等问题，从 1979 年成立之初到现在，信托业成为被整顿次数最

多的金融行业，在 2001 年我国正式发布《信托法》之前，信托机构的数量从几千家被整顿

至只有 50 多家。

2001 年之后，我国信托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到 2017 年，信托业的资产达到 27 万亿元，

创下历史高峰。不过，随着规模越来越大，信托业的风险再度浮出水面，最近几年暴露出越

来越多的违约事件，屡经整顿的信托行业，再度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过去几年，信托行业以其相对较高的收益和相对较低的风险，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参与。10

年前，信托产品的收益率大都在 10%以上，最近几年虽然逐步下降，但是也还是保持在 6%

左右，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还是有较强的吸引力。尤其是最近股市动荡加剧，而低风险的银行

理财收益率已经低至 3%以下，甚至还有本金损失的风险，所以，尽管信托理财的投资门槛

相对较高，但购买信托产品的投资者还是快速增长。截至 2021 年末，信托产品的个人投资

者超过 121 万人，和年初相比大幅增长了 56%。

信托产品能够给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因为信托产

品一直是房地产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但是，随着现在房地产行业遇冷，尤其是越来越多的

头部房企陷入债务危机，最近几年，恒大、华夏幸福、融创、世茂集团等大型房企纷纷爆发

债务违约，信托行业也开始大量爆雷。

除了刚刚进入破产程序的新华信托，目前市场上还有几家信托公司都处于危机状态，其中包

括明天系旗下的另外一家新时代信托，以及四川信托、安信信托和华信信托等。

随着房地产企业违约越来越多，加之理财市场开始打破刚性兑付，大量信托产品无法足额兑

付，部分信托产品更是只能以 5-8 折的本金偿还投资者，信托的高回报神话也开始破灭。2021

年，仅仅和房地产相关的信托违约规模就超过了 900 亿元，今年前 5 月，信托违约规模超过

500 亿元，其中超过 8 成和房地产相关。

大量信托爆雷，部分银行也被牵连其中，由于很多信托产品是通过银行渠道代销，随着越来

越多信托爆雷，很多投资者开始追究银行的责任。比如一向以零售银行见长，在个人客户当

中享受不错口碑的招商银行，代销的信托产品就频频爆雷，先后陷入了和华夏幸福、中国恒

大以及世茂集团相关的信托危机之中。部分投资者甚至向监管部门举报，理由是招商银行涉

嫌误导客户，将信托产品伪装成基金销售。

信托违约风暴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一方面是因为，未来一段时间，信托将迎来偿债高峰期，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一季度，即将到期的信托产品规模接近 3 万亿元。而与此同时，国内房地

产市场依然还在降温，今年 1-5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31.5%，全国百强房企上

半年的销售额下降更是超过 50%，这意味着很多房企都面临极大的现金流风险。楼市降温叠

加信托偿债高峰，未来一段时间，信托市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爆雷事件。

信托爆雷的更大麻烦，在于可能引发影子银行风险，给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一直以来，

影子银行风险是中国金融系统最大的挑战之一，最近几年，监管层大力整顿影子银行，信托

业的资产规模也被显著压缩，影子银行风险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不过，如果信托危机进一步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升级，还是有可能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造成更大的冲击。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信托行业的爆雷，也表明当前能够给投资者带来高回报的理财渠道已经

越来越少。几年前，P2P 还可以给投资者带来两位数的回报，但是现在 P2P 行业已经彻底消

亡。现在信托行业大量爆雷，意味着又一个能够提供相对高收益的渠道也不再安全。

不仅如此，最近一段时间，甚至连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都出现了大面积亏损，虽然亏损的

幅度并不是很大，但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因为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一直被投资者

视为稳赚不赔，现在连银行理财都开始亏损，意味着我国的理财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之所以也开始亏损，一方面是因为于银行理财产品配置的底层资产出现价

格波动，另外一大原因在于，从今年开始，我国的银行理财已经正式进入了不保本的时代。

2018 年 4 月份，央行等监管部门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业

界称之为资管新规。核心内容是“明确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打破刚性兑付。”

在经过了几年的过渡期之后，从今年开始，资管新规正式全面生效，银行理财进入前所未有

的不保本时代。

过去很多年，很多人对于投资理财都抱有很高的期待，有些人希望借此实现财务自由，最低

目标也是跑赢通胀。不过，最近几年，从 P2P 跑路到信托爆雷，再到银行理财亏损，种种迹

象都在提醒投资者最好还是降低期待，当前市场环境下，不输当赢可能是更现实的心理预期。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星巴克之父”的投资圣经：规模是收益的敌人

文/foinsight

据福布斯统计，截至 2022 年 7 月 7 日，“星巴克之父”霍德华·舒尔茨（Howard Schultz，

简称“舒尔茨”）的财富为 39 亿美元。

作为星巴克创始人，他将星巴克从最初的 11 家门店扩张为如今全球的 3 万多家，将一家区

域性的咖啡公司发展为世界顶级品牌之一。他曾两度隐退，如今又第三次出山，回归星巴克

主持大局。

除创立了星巴克外，舒尔茨还是一位风险投资人和慈善家。

01 舒尔茨家族

为参与 2020 年美国总统竞选，舒尔茨曾向公众讲述了他是如何白手起家，从一个穷孩子变

成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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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舒尔茨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的父亲是前美国陆军士兵和卡车司机弗雷德·舒

尔茨（Fred Schultz），母亲是家庭主妇伊莱恩。他还有一个兄弟迈克尔和一个妹妹罗尼。

据《镜报》报道，“父亲弗雷德，‘一个未受过教育的高中辍学退伍军人’，靠开卡车谋生，

包括在布鲁克林附近运送用过的尿布。” 对此，CNBC 也曾如此描述道：“他是一个未从高

中毕业，担任过一系列蓝领工作的人，包括卡车司机、工厂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他每年的收

入从未超过两万美元，而且要养活三个孩子。弗雷德永远买不起房子。”

因此，舒尔茨一家一直都居住在布鲁克林的廉租房中。他一心想要逃离那里的混乱与喧嚣，

而这也激发了他对成功的渴望，“如果我不是来自于那个背景，我也不会对成功有好奇心。

我不允许自己失败，因为失败让我恐惧。”

由于舒尔茨对足球、篮球和棒球等体育运动很感兴趣，他于 1971 年毕业于 Canarsie 高中，

并获得了北密歇根大学的体育奖学金。就这样，他成为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并毕业的成员。

毕业后的舒尔茨先是在一家滑雪旅馆工作了一年，后又担任施乐公司的推销员以及瑞典厨具

制造商 PAI Partners 美国子公司 Hammarplast 的总经理。1982 年，29 岁的舒尔茨成为星巴

克的零售运营和营销总监。1987 年，他成为星巴克的创始人之一，并在此期间第一次担任

星巴克的 CEO。

2018 年，舒尔茨正式从星巴克董事会退出，并担任荣誉董事长。不过，2022 年 3 月，他又

重返星巴克，担任临时 CEO。

02 舒尔茨家族基金会

舒尔茨家族基金会和瑞·达利欧的家族基金会有点类似，都是由妻子担任家族基金会主席。

1996 年，舒尔茨和妻子 Sheri Kersch 共同创立了舒尔茨家族基金会。该基金会旨在为障碍

人群创造成功的机会和途径，重点关注从青年向成年过渡的人群以及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

包括黑人、土著人等有色人种，以确保他们在生活中不因地区、种族、宗教、性别等而受到

不公平的影响。

具体来说，该基金会重点关注两类群体：16 岁-24 岁失学和失业的青年人群、退伍军人。

据美国相关税务记录显示，舒尔茨曾在 2017 财年将不到 1%的财产捐赠给了舒尔茨家族基金

会。

据福布斯报道，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舒尔茨在该财政年度向家族基金会共捐赠约 1806.6

万美元，约占其 34 亿美元净资产的 0.53%。另据统计，自 1999 年以来，舒尔茨共计将巨额

财富的 2.5%贡献给了家族基金会。

2019 年，舒尔茨家族基金会向雪城大学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庭研究所 (IVMF) 投资了 750 万

美元，以推进 Onward to Opportunity(O2O)计划，支持退伍军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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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慈善外，舒尔茨家族基金会还在积极做投资。2022 年 6 月 8 日，舒尔茨家族基金会启动

了一个 1 亿美元的 EEF 基金(Entrepreneurs Equity Fund，企业股权基金）。

该基金将用于直接股权投资和增加获得非掠夺性资本（套利等行为容易被归为掠夺性资本扩

张）的机会，通过基于收入的融资（revenue-based financing，RBF。一种为企业筹集资金

的方法，投资者从他们的总收入中获得一定比例的资金，或者叫收益分成贷款）和低营运资

本（low-cost working capital），来帮助创新型、增长型、多元化的企业加速成长。

同时，由于意识到所有企业的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EEF 基金还会通过培训、高管指导、

数据收集、研究和政策制定等方式，为被投企业改善经营环境。

至于为什么要推出 EEF 基金，舒尔茨曾表示，由于许多企业长期被不公平地排除在机会之外，

EEF 不论背景或种族，要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EEF 还对那些

多元化或代表性不足的企业家进行投资，期望打造一个包容性的经济环境，加强民主，缩小

财富和就业差距。

03 风投机构 Maveron：信奉“规模是收益的敌人”

在舒尔茨家族基金会创立的两年后，1998 年，舒尔茨与人联合创立了专注于消费领域的风

险投资基金 Maveron，投资领域包括：消费品和服务、餐饮和零售、通讯与网络、教育培训、

信息技术、软件和互联网、体育与娱乐。

Maveron 的名字来源于“特立独行”和“远见”。在该基金创立后的 6个月内，Maveron 就

筹集到了 7500 万美元的资金。

除上述基金外，2016 年，Maveron 还筹集了 Maveron Equity Partners VI ，资金规模为 1

亿美元，另一支基金 Maveron VI Entrepreneurs' Fund 的资金规模为 1500 万美元。

最消息为，2022 年 5 月 24 日，Maveron 为第八支基金筹集了 2.25 亿美元，以支持更多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初创公司。该基金合伙人表示，无论如何，Maveron 的基金规模都不会太大。

Maveron 的合伙人们认为，“做一些不同于其他同行的事情需要自律……我们不是在做 AUM，

而是在创造现金流回报。我们知道，在这个市场上，‘规模是业绩的敌人’，我们相信这一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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