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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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龙泉兴东建设信

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长安信托 7.3 2

四川省成都市

龙泉驿区

成都经开兴东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稳健系列 L40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西部信托 6.7 2

江苏省盐城市

盐都区

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百瑞富诚 715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新乡投资集团三期）-第

8期

百瑞信托 6.55 2 河南省新乡市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恒信国兴 651 号-利民 68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0期）
五矿信托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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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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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天津信托 6.85 1.5

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

津滨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6 期）
陕西国投 7.25 2

天津市滨海新

区
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

福临汇萃5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1期）
中粮信托 6.55 1.5

江苏省泰州市

海陵区医药高

新区

泰州市龙马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润昇财富 310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 14 次募集)
北京信托 6.1 2 天津市武清区

天津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

有限公司

锦瑞 15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2期）
陆家嘴信托 7 2

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

江苏明升新农村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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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5-2022.07.31）新产品“稳健系列 L40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信托

资金用于受让 3.3 亿的应收账款债权，最终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项目融资人为盐城高新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期限 12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6.6%，盐城市城镇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江苏省重要地市级平台项目，行政级别高，平台地位重要。

2、项目融资人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155.60 亿，其

中，私募债存量规模 98.60 亿，占比 63.37%；授信额度 297.72 亿，未使用额度 123.72 亿。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短期有息债务 174.13 亿，长期有息债务 289.22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重要城投平台盐城市城镇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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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8 亿，未使用额

度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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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6 亿，长期有息债务 95.85 亿。

4、2021 年盐城市在江苏省 10 个地区中，经济财政实力如下表 1：

表 1：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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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 22718.30 1 苏州市 2510.00

2 南京市 16355.32 2 南京市 1729.52

3 无锡市 14003.24 3 无锡市 1200.50

4 南通市 11026.90 4 南通市 710.18

5 常州市 8807.60 5 常州市 688.11

6 徐州市 8117.44 6 徐州市 537.31

7 扬州市 6696.43 7 盐城市 451.01

8 盐城市 6617.40 8 泰州市 420.29

9 泰州市 6025.26 9 扬州市 344.07

10 镇江市 4763.42 10 镇江市 327.59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1 年江苏省盐城市 GDP 为 6617.40 亿，在江苏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八位，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021 年为 420.29 亿，在江苏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八位，经济财政实力靠前。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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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472.83 亿，债务率 2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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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5-2022.07.31）共有 391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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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款，

其中，标品信托产品的发行规模 81.25 亿元，居首位，环比减少 12.41%；基础产业类信托

产品发行规模达到 78.81 亿元，环比减少 7.87%。本周共计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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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标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62%。分领域看，工

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51%，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66%，金融类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 4.62%，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76%。本周共有 93 款产品风控中提

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31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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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5-2022.07.31）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498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4.23%。共 184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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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事件驱动策略回落

较大，跌 1.48 个百分点；管理期货策略下跌 1.46 个百分点；宏观策略下跌 0.88 个百分点；

组合基金、复合策略和债券策略收益跌幅较低；相对价值策略则小幅回升 0.10 个百分点。

整体上 CTA 策略收益仍最高，近一个月收益为 1.94%，其次相对价值收益率为 1.29%，股票

策略收益率最低，跌为负值，为-0.34%。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周（2022.07.25-2022.07.31）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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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只产品，环比上升 1.66%。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126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8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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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半

导体及电子设备三大领域。从披露金额上看，本周物流领域发生的单笔投融资金额较大，融

资额来自 7 月 23 日，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0%的股权，作价 145.16 亿人民币。本次交易通过

注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机场业务核心经营性资产及配套盈利能力较好

的航空延伸业务，通过上市平台整合航空主营业务及资产，实现做优做强上市公司的目的。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属交通运输行业，致力于为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及旅客提供地面

保障服务，经营出租机场内航空营业场所、商业场所和办公场所。

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年内超 578 亿！房地产信托竟成行业“违约大户”

7月 26 日，从用益信托处获得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开年截至 7月 22 日，信托行业共发生

116 起违约事件，涉及的违约金额高达 743.84 亿元。违约产品的投向主要包括房地产、工

商企业、基础产业、金融等领域，其中，房地产信托共发生 64 起违约事件，违约金额高达

578.46 亿元。从单月数据来看，4 月房地产信托违约金额最高，当月违约金额达到 132.66

亿元，2 月、5 月、6 月单月违约金额也均超过 100 亿元。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下一步

房地产信托业务的发展方向依旧是在控制新增或者尽量减少新增的情况下，尽全力化解存量

的风险项目。

银行理财：部分银行理财产品提前终止运作

近期，农银理财、信银理财、盛京银行、日照银行旗下均有产品提前终止运作。净值波动加

剧的背景下，部分银行理财产品选择提前终止运作，相关公告给出了“后续市场不可控因素

较强”“避免因管理规模下降造成投资损失”等解释。出于投资者接受度和产品实际运作情

况的考虑，少数银行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属于正常现象。下一步，如何通过提升专业能力减少

净值波动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并引导投资者真正理解和接受“真净值”时代下收益风险共担

的本质，是银行理财公司需要应对的挑战。

公募基金：前 7 月主动权益基金平均亏 7.5%

今年前 7 月，A 股剧烈震荡，沪指一度下行至 2863 点，到 4月 27 日触底反弹，科创板、创

业板反弹超 20%。7 月再度回调，截至月底，上证指数跌幅达到 10.62%；创业板指下跌 19.63%，

沪深 300 下跌 15.59%。市场震荡中，公募权益类基金取得一定超额收益。截至 7 月底，主

动权益基金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为-7.51%。不过，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仍有一批基金取得

了可观的正收益。前 7 月，有 21 只主动权益基金收益率涨超 20%。此次，次新基金表现突

出。Wind 数据显示，截至 7月 29 日，今年新成立的主动权益基金平均收益率为 3.81％，表

现远超沪深 300 指数和主动权益类基金。次新基金多在 4、5 月 A 股市场反弹期间，以较高

仓位布局了新能源等成长类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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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私募积极布局中证 1000 股指期货和期权相关产品

7月 22 日，中证 1000 股指期货和期权正式挂牌交易，引发私募圈关注。不少私募人士表示，

近期积极研究，打算在对冲类、指数增强、CTA、套利等策略中加入新的工具，也考虑推出

中证 1000 市场中性等产品线。中证 1000 指数覆盖范围更广，潜在的 Alpha 收益空间更大，

但未来也要看新品种的基差情况。

保险资管：保险资金运用超 24 万亿 权益资产突破 3 万亿！

保险业前 6 月经营情况近日出炉。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 6 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

24.46 万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运用余额为 3.19 万亿元，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占比 13.02％，为今年以来高点。国寿集团首席投资官、国寿资产党委书记、总裁

王军辉认为，基于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变和资本市场 4 个“持续提升”趋势不可逆等

判断，在未来中长期低利率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权益市场对保险资金具有很高的配置价值。

券商资管：7 月份证券公司债发行规模超千亿元

据 Wind 数据统计，上半年，券商共发行 164 只证券公司债（包含证券公司次级债，下同）

合计3374.65亿元，规模同比下降26%；其中，券商在5月份的证券公司债发行规模仅为299.4

亿元。不过，随着市场的回暖，7 月份，券商已发行了超千亿元证券公司债。仅 7月份，券

商就已发行 47 只证券公司债合计 1007.93 亿元，数量及规模分别环比增长 104%、99%。其

中，有 6家券商的证券公司债发行规模均超过 50 亿元，广发证券单月已发行证券公司债最

高，为 110 亿元，国泰君安也已发行 100 亿元。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定融被封杀，还能不能投？

文/用益综合

近日，又一地区“定融”被官方喊停！

XX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发文：立即停止现有定融产品的对外融资，且不得再新增任

何定融产品。

通知显示：现要求各市属国有公司立即停止现有定融产品的对外融资，且不得再新增任何定

融产品，若有定融产品的市属国有公司自行负责。按照“增量为零、存量递减”原则做好资

金统筹计划，按时间节点做好存量定融资金兑付，确保各市属国有公司正常运转，不造成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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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共有 3家 AA 城投平台都发过定融产品，分别是江油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油鸿

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油市创元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该地区定融产品预期收益在

8.4%-10.5%之间，大部分产品 10 万起步，期限分为一年期和两年期，多家平台公司互相担

保发行。

目前多个省市地区开始严查定融，江苏和贵州已经开展融资中介违规获利追缴专项行动，定

融就是重灾区，此外河南也发文将定融产品定性为涉嫌非法集资和违规举债，要求严肃处理。

今年 6月份，河南也曾下发《关于开展融资平台公司非法集资和违规举债自查自纠工作的函》

的文件。

函件称，该省个别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地方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向个

人投资者发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涉嫌违规举债和非法集资问题。省政府领导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严肃核查处理，坚决遏制蔓延”。

同时并摸清地区平台公司向个人投资者发售理财产品底数，排查是否存在平台公司违规通过

金交所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理财产品等非法集资情况和构建违规融资通道规避脱离政府债务

监管违规举借政府隐性债务等情形。

监管提示非法集资等风险

定融业务属于私募性质。合格投资者只有先注册成为金交所会员，且风险测评结果与产品的

风险级别相匹配后才能对产品进行认购和受让。同一款定融的投资者人数合计不得超过 200

人。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金交所备案的定融产品，定性为私募债。而私募债是不能公开募集的，

一般定向非公开发行。通过传单或者公号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募集存在一定的合规嫌疑。

同一定向融资计划产品的投资者人数合计不得超过 200 人，起投金额一般多为五万、十万不

等，但如果同一债务主体发行多个定向融资计划产品就很容易突破 200 人的限制，且根据已

有案件信息反馈，目前已存在个别定向融资产品被定性为非法集资活动。

前述河南省份的函件指出，融资平台定融融资涉嫌违规举借地方政府债务和非法集资等问

题，严重干扰正常经济、金融秩序，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治安问题。

定融产品形成的债务是否属于隐性债务，需要具体看资金用途和还款来源。如果资金用于经

营性项目，还款资金来源于项目收益，就不是隐性债务。如果用于政府性投资项目，同时还

款来源是财政资金或者财政担保，就属于隐性债务。

是否还可以投资？

对于现阶段而言是否还有定融产品可以投资，有业内人士认为，“首先要综合考虑所在地区

所在融资平台的实力，比如，如果所在区域经济发达，GDP 超过 3000 亿的地级市，这种地

方政府再融资能力强，银行、信托、融资租赁有一定的授信额度。同时，要重点考察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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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负债率，显性债务不能超过 30%，最好在 25%以下。其次，融资频率不能很高，最好是非

经常融资区域，或者首次定融融资区域。定融项目的融资方必须是当地最主要的城投公司，

最好是国有独资。最后，要看产品是否有抵押物，虽然抵押物的变现不一定很容易，但是有

了抵押物，融资方的违约成本就会变高。”

不过，该业内人士建议，还是尽量避免选择定融产品。“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现在很多基金

公司或者金融机构是不愿意投资定融类的私募债的。因为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虽然发行产

品名义上的融资成本在 4%至 6%之间，但完成融资后通过银行激励费、工程支出、融资顾问

费等各项额外居间费用等名义进行支付居间费，实际融资成本达 8%至 12%，甚至有些融资成

本高达 15%。有些项目融资中介公司按比例向城投高管提供好处费，对此，相关负责人还要

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目前城投类产品投资机会在哪儿，该业内人士认为，前不久多只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正式开售，其实是很好的投资机会。从发行表现来看，发售时有项目获得机构超过 15 倍的

超额认购。公募 REITs 表现可圈可点，其中表现最好的某 REITs 目涨幅超过 30%，而同期沪

深 300 涨幅为负值。

买短期信托产品为什么不划算？

文/李 奎 霖

买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9个月，12 个月这样短期信托产品，为什么不划算？

这样的短期信托产品很常见，大部分信托公司都有开售这种短期产品，一般叫“现金管理类”，

“标准化债券资金池类”的名称，只是买这样短期信托产品不划算呀，因为以下 6 点原因：

1、门槛高

一般信托公司产品，是要 100 万起买，就算是短期信托产品，也是这样要 100 万起买；

有些信托公司很了吸客拉新，最低门槛可降到 30 万起；

30 万也不算低了，这么高的门槛可以有很多投资方案选了。

2、风险可能也高

这些短期信托产品风险等级表面 R2，但是遇到不靠谱的信托公司，一样会给整爆掉，把投

资人套住；

前有 x某信托，后有 m 某信托，就是把“现金管理类”信托产品给整爆掉的典型。

3、收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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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短期信托产品，它的收益低，各家信托公司给出的收益率大概在年化 3.5%-4.5%之间；

因为期限短，收益就一直上不去；

这些短期信托产品跟大的银行如上市股份行比较时，我们拿股份行来比较嘛，你像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人家给出来的短期理财，大概也能有 3.5%-4.5%左右的理财收益回报呀，所以呢，

这些短期信托产品收益跟有实力的大银行如上市股份行相比，没啥竞争优势。

4、管理人信用级别比同收益水平的大银行弱

这些短期信托产品的管理人，就是信托公司自己，信用级别跟大银行如上市股份行相比，也

没竞争优势，

我们先不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就说上市股份行吧，信托公司跟它们竞争时，一样没优势呀，

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相差不大，都是年化 3.5%-4.5%时，人家上市股份行（如招商银行，平安

银行）的信用级别，公信力，那肯定要比这些信托公司信用级别，公信力还要牛逼一点的，

对吧，

5、骚扰电话多

各家信托公司开售短期信托产品的目的，只是想拿到你的信任。然后给你推销期限长的产品，

让你后面买它们长期产品来赚钱，

嗯，你如果买了那个短期的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就安排销售人员（理财经理），天天骚扰你，

给你打电话，发短信，让你买这买那，你会很烦的。

6、自然来访客户没返点

然后呢，你后面如果要买这家信托公司发的其它产品，信托公司可能说你是自然来访的客户，

不能给你返点，这找谁说理去？

所以，短期信托产品有：1门槛高，2风险可能也高，3收益低，4 管理人信用级别比同收益

水平的大银行弱，5骚扰电话多，6 自然来访客户没返点，以上 6 项缺点，实在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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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特斯拉的马斯克也成了“韭菜”？

文/曦阳思慕

2022 年，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真的是困难的一年。

美联储经过了前两年疫情下大幅的印钞放水，加上俄乌事件推动了石油价格，今年通货膨胀

惊人，原本去年就该执行的紧缩政策，拖到了今年。而拖延的结果，就是紧缩的幅度超过市

场的预期，所有具有高风险的产品都沦为牺牲品。

美股遭重，A 股被拖累，而除了股票市场，加密货币（比特币等）更是惨不忍睹。

特斯拉老板马斯克，算是 2020 年出来力挺比特币狗狗币等加密货币的代表人物了。当然，

特斯拉也是知行合一，在比特币 3 万多美金的水平买了 4万枚，花费 13 亿美金左右。除了

吹比特币，马斯克还鼓吹狗狗币，同样是加密货币的一种，名人加持的效应之下，比特币过

去 2 年多，最大涨幅近 20 倍，狗狗币最大涨幅 300 倍左右。

而如今呢？

比特币从最高点 6.9 万美金一枚的水平，跌到今日最低 1.8 万美金，跌幅 80%，狗狗币从 0.8

美金左右跌到如今 0.05 美金左右，跌幅接近 95%。

从一季度美股上市公司特斯拉披露的财报看，特斯拉并没有在高点卖出比特币，也就意味着

特斯拉经过了两年多的持仓之后，光比特币就亏损接近 50%，也即是 6 亿美金，也就是 40

亿人民币左右。

媒体如今都在聊，说马斯克成了币圈的“韭菜”，名人光环不再，投资失利。

而实际的情况，可能和多数人的认知不一样，虽然我在去年曾经聊过马斯克，我说币圈的玩

家都把他当神一样供着，可是他真实的目的是在割韭菜而已。

在比特币高点轮番鼓吹数字货币的结果，就是百万千万的人财富灰飞烟灭。

当然，众多的参与者也不会骂得太凶，毕竟，他们认为马斯克的公司特斯拉也持有几万枚呢，

也亏了几十亿人民币呢，可能少数人还带着怜悯之心呢。

可是真实的情况是，加密货币是可以通过做空对冲风险的。

也就是说，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虽然明面上在比特币亏损严重，但在高位价格只要他们在比

特币期货上做空，不仅可能收回这些损失，甚至可能是盈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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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知道这个事实的币圈粉丝，会不会心碎。

加密货币是一个纯投机的圈子，虽然有信仰的参与者总是说服自己比特币去中心化，可以战

胜国家发行的货币，战胜美元，但毕竟，比特币威胁到各国的权力的时候，是会被封杀的，

本质上，比特币还是一种人发明出来的东西而已，人才是关键。

从这点上说，我们国家多年前就不允许境内交易加密货币也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而这两年，

面对比特币的疯狂，对于加密货币交易的监管更是史无前例。国家也知道，如果不这么做，

就像赌博，最终还是绝大多数人倾家荡产，而这些钱不会流入我们自己的社会，只会被境外

的资金收割而已。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前几个月的“露娜”Luna，也是一种加密货币，高峰期在今年 4 月份还

价值 120 美金一枚，市值最高 2000 多亿人民币，之后开始下跌，最惨烈的时候，不过一周

而已，就从 120 美金归零，百万千万投机者的账户一瞬间归零。

前几天你还在计划财务自由的生活，今天你就沦为乞丐。

一点不夸张。

对于加密货币来说，我从十几年前开始接触，可以说，是玩过几个大波段的老玩家了，几年

前我开始和大家普及比特币知识的时候，投资圈里了解加密货币的人极少，或者参与的人极

少。

当然，我一直也是把加密货币作为一个以小博大的投机品种，就是低谷的时候进去捞一把，

然后疯狂的时候跑路，然后耐心的等下一个周期。

从 2018 年高峰时的撤退，到 2019 年 4000 美金下见底投机，虽然去年我对比特币 5.8 万美

金见顶的判断和实际 6.9 万美金见顶有一定的误差，但我认为这些年对于加密货币的看法还

是对得起观众的。

去年存在误差和疫情下美联储没有紧缩而是进一步宽松的政策有必然关系。

从美联储的动作看，加息的步伐还无法停下来，毕竟本周 75 个基点也是超过预期的，美国

国内通货膨胀的程度厉害也是预期内，近些年疯狂的宽松放水的苦果罢了。而加息的结果，

就是高风险资产仍然会被抛弃，一直到整个紧缩的周期结束的末期，才会迎来转机。

据说老拜在讨论把 2018 年黄毛加的关税都降下来，目的是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我认为这

是趋势，以前是损人不利己，如今发现损人的效果不好，毕竟我们的出口增长这几年仍然是

增加的，而加税对美国国内的物价影响已经显而易见了。如果关税政策减免的动作超过预期，

短期内倒是对于高风险资产有一点点作用，但整体趋势会依照全球的货币松紧政策。

加密货币交易，对于绝大多数人，我一直的观点就是不懂不要参与，特别是见到以上的一些

亏损案例之后，这里我都懒得提一些所谓的投资名人和专家之类被收割的例子了，在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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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这类人主要停留在嘴上，实际下场玩投资投机可能还不如你们。

人嘛，都是赌性很强的动物，能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挣自己认知钱的人还是少数，相信暴

富，相信一瞬间改变自己的人生，在我看来都是天方夜谭，就算赚到了，也会还回去的，因

为财富这种东西永远和一个人的“自身”挂钩的，包括人的思维和行事方法。

最后一点，永远不要相信免费的午餐，不要相信真有救世主和神仙，普通人要想通过投资和

投机迈向新的阶层，很大程度要依靠自己的脑子，学习和提高对于人和交易心理的判断，否

则，下一次仍然会有另一个假装“韭菜”的“马斯克”过来收割真韭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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