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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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信·光鑫·锦程29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一期)
光大信托 7.05 2 四川省内江市 内江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长安宁-山东新泰统筹流动资

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长安信托 7.35 1

山东省泰安市

新泰市

新泰市统筹城乡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长秦 102 号启点科技产业园项

目建设专项债权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 10期）

陕西国投 7.8 2 陕西省咸阳市
咸阳启点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长安宁-射阳国投流动资金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长安信托 6.9 2

江苏省盐城市

射阳县

射阳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恒信国兴 688 号-蓉信系列 37

号集合资金信托（A类 1期）
五矿信托 6.9 2 重庆市大足区

重庆大足永晟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长安宁-广百开投流动资金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3期）
长安信托 7.6 2

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右江

区

广西百色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滨海建投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2期）
陕西国投 7.2 1.88

天津市滨海新

区

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长秦 100 号西安高新基建专项

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3期）
陕西国投 7.25 2

陕西省西安市

高新开发区

西安高新区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子牙环保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4期）
陕西国投 7.45 2 天津市静海区

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有限

公司

乾鑫 22083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A 类)
中铁信托 7.3 3

陕西省西安市

高新区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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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9-2022.09.04）新产品“长安宁-山东新泰统筹流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信托资金用于向融资方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本项目融资人为新泰市统筹城乡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期限 12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7.35%，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泰市城

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新泰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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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人新泰市统筹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32.00 亿，

其中，私募债存量规模 28.00 亿，占比 87.50%；授信额度 82 亿，未使用额度 13.48 亿。截

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46.06 亿，长期有息债务 71.46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重要城投平台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泰市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和新泰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山东泰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主体评级为 AA。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短期有息债

务 8.49 亿，长期有息债务 10.47 亿。

4、2021 年新泰市在山东省泰安市 6 个地区中，经济财政实力如下表 1：

表 1：山东省泰安市 2021 年各地区 GDP 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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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城市 770.91 1 肥城市 44.70

2 新泰市 573.90 2 新泰市 37.51

3 泰山区 499.86 3 泰山区 34.59

4 岱岳区 369.27 4 岱岳区 24.01

5 宁阳县 274.14 5 宁阳县 14.20

6 东平县 238.60 6 东平县 14.13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1 年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 GDP 为 573.90 亿，在山东省泰安市 6 个地区中排名第 2 位，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1 年为 37.51 亿，在山东省泰安市 6 个地区中排名第 2位，经济财政实

力靠前。2021 年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07.49 亿，债务率 1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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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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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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9-2022.09.04）共有 328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65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63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41 款，

其中，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的发行规模 49.50 亿元，环比减少 37.55%；标品信托产品发行

规模为 72.12 亿元，环比增加 10.59%。本周共计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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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标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55%。分领域看，工商企业

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13%，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7.54%，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

益率为 4.55%，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82%。本周共有 88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

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35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押物，其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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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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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9-2022.09.04）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520 只，较上周环比

下降 0.38%。共 188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369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备案。本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各策略的近一个月收益整体回落，其中股票策略下降幅

度较大，跌 2.29 个百分点；其次组合基金下跌 1.19 个百分点；多资产策略下跌 1.35 个百

分点；而期货及衍生品策略则回升 0.12 个百分点。总体上债券策略收益升至最高，近一个

月收益为 0.37%，其余策略收益均为负值，期货及衍生品策略收益最低，为-1.02%。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周（2022.08.29-2022.09.04）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

171 只产品，环比上升 4.91%。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60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3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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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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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额来自 8 月 31 日，上海砥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上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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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15.5%的股权，作价35.10亿人民币。

安信信托主要业务包括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动产和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

务、受托经营法律和行政法规允许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以及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

司发起人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和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

等服务。

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八月集合信托市场淡季不淡，市场开始回暖？

8月集合信托发行市场明显回暖，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显著上升。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

截至 9月 1日，8 月共有 56 家信托公司发行 2058 款集合信托产品，发行数量环比增加 230

款，增幅为 12.58%；发行规模 1519.44 亿元，环比增加 260.47 亿元，增幅为 20.69%。8 月

集合信托成立市场行情继续上行，产品成立数量及规模显著增加。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

截至 9月 1日，8 月共有 53 家信托公司成立了 2116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比增加 154

款，增幅为 7.85%；成立规模 1324.03 亿元，环比增加 189.69 亿元，增幅为 16.72%。八月

份集合信托市场虽然是淡季，但延续上月的反弹走势，是否已经走出低谷还有待观察。从外

部环境来看，央行的降息对信托产品的发行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信托产品收益跟随下探也

是大概率事件，未来集合信托市场短期内难言复苏。

银行理财：银行理财公司上半年成绩单来了 9 家管理规模超万亿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已有 9 家银行理财公司管理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其中，招

银理财、建信理财、兴银理财位列前三，分别为 2.88 万亿元、2.05 万亿元、1.96 万亿元。

部分股份行和中小银行理财公司管理规模增速迅猛。截至 6月末，兴银理财、信银理财、宁

银理财管理规模分别达 1.96 亿元、1.65 亿元、3935 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超 6000 亿元、

8000 亿元、900 亿元。合资理财公司亦表现不俗。截至 6 月末，汇华理财管理规模已超过

800 亿元，施罗德交银理财、贝莱德建信理财虽成立不久，管理规模均已超过 30 亿元。由

于部分公司前期承接了大量母行迁移的理财产品，加之今年部分理财公司在渠道拓展方面进

展较快，规模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也贡献了不少管理费收入。

公募基金：市场风格加速切换 公募量化基金表现突出

2022 年以来 A 股市场震荡下行，权益基金整体表现欠佳。但多只公募量化基金表现突出，

整体收益而言也呈现一定的“抗跌性”。统计显示，截至 9 月 2 日，年内业绩领先的基金中，

出现多只量化产品的身影。从业绩来看，指数增强基金是公募量化基金中超额收益最为显著

的产品。另外，震荡剧烈的市场行情中，公募量化基金获取了优于普通基金的收益，展现出

一定的抗跌性。尤其量化对冲基金 2022 年以来平均跌幅仅为 1.52%，整体波动和回撤较小。

量化基金以全市场选股为主，覆盖的行业和个股相对较广，市场风格相对均衡、机会分散的

市场环境利于量化策略获取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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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 百亿级私募大洗牌！13 家黯然掉队

三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9 日，百亿级私募数量为 109 家。对比去年底的百亿级

私募名单可以发现，嘉恳资产、赫富投资、申毅投资、呈瑞投资、宁波宁聚、煜德投资、思

道科投资、和谐浩数投资、泛海投资和星阔投资等 13 家私募退出了百亿俱乐部。具体来看，

在掉队的 13 家私募中，多家机构曾是业绩榜单中的佼佼者。不过，好景不长。多家百亿级

私募跻身百亿梯队后，业绩掉头向下，规模也很快缩水至百亿以下。短期亮眼业绩往往源于

管理人风格与市场的高度契合，如果管理人借机大举募资，虽然能够快速进入头部梯队，却

更容易因规模“超载”而翻车，在风格转换中对投资人和公司造成较大伤害。

保险资管：国有商业银行首单代理销售保险资管产品业务落地

近日，建行上海市分行代理销售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太平资产资管产品”成功募集成

立，这是自 2020 年 5 月《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首次

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合作代理销售保险资管产品业务，也是上海地区内银行首单代理销售保

险资管产品业务，成功拓展了国有商业银行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合作的新领域、新模式、新

场景。据介绍，建行上海市分行选定了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动管理的“太平资产资管产

品”为建行首只代销产品并成功于 8 月末实现了业务落地。

券商资管：头部效应显著 券商资管业务净收入超 210 亿元

今年上半年，41 家上市券商实现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合计 212.86 亿元。其中，中信证券、

广发证券、华泰证券的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合计达 115 亿元。资产管理总规模方面，华泰

资管、光证资管、招商资管位居行业前列。数据也显示，资管业务分化的格局进一步加剧。

资管业务头部效应显著，中信证券和广发证券两家券商上半年合计实现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

入近 100 亿元，占比 46%。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截至 6月末，券商资产管理总规模为 10.49

万亿元，较去年末下降 2.98%。在资管新规正式实施的背景下，成立资管子公司并申请获得

公募牌照，逐渐成为券商资管业务转型的重要方向。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为什么城投债比其他理财更可靠？

文/尚上财经动态

相信很多投资者都会认为所有的理财产品中银行理财是最为稳健的，因为有些银行的背景，

理所当然的以为银行会保证兑付，而且银行是永远不会倒闭的。诚然，在多年前银行理财产

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即使银行投资出现亏损也必须保障客户的本息安全兑付，然而，近几年

银保监会要求所有银行的理财产品必须自负盈亏，而理财子公司的成立也从根源隔绝了银行

与理财产品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当前银行的理财产品已经没有银行作兑

付保障，投资出现亏损理财资金理所当然的也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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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银行理财，当前最火的理财投资项目城投债则在更为的可靠，为什么会这样呢？

优势 01 当地 ZF 信誉保证

城投债，通常由当地 ZF 独资控股的国营企业发行，主要是用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

項目。简言之，是国营企业为当地 ZF 借款投资项目基本建设，当地 ZF 来做信用背书。如果

出現不满意的状况，当地 ZF 会使用财政收入、售卖资产等各种各样方法，保证普通投资人

成功按期得到本钱和利息。

原因非常简单：保证了普通投资人的利益，是保证了当地 ZF 的信用和社会的平稳，ZF 部门

信誉不可有违，这也是底线。城投债稳如泰山，这是各地都会力保的——城投公开债不需要

催，地方领导比投资者更上心，比如州县联动保兑付、提前落实还款来源。

优势 02 投资项目更为清楚

城投公司，就是各地 ZF 出资设立的地方 ZF 投融资平台。让城投公司对外融资，主体就是城

投公司，而不是地方 ZF，合情合理也合法。在 2015 年之前，城投公司的功能就是做好投融

资管理工作，尽可能的筹集地方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尽可能的降低融资成本。

随着中央开始提出融资平台转型的要求，城投公司的功能也逐渐“变大”、“变重”了，除

了融资，还要配合地方 ZF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公益项目实施以及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功能

升级，城投公司的重要性也就升级了。尤其在当下经济逆周期、国际环境动荡、积极促进国

内经济循环的大背景下，城投公司承载了地方 ZF 调节市场、调节产业、托底经济、运作政

府投资项目的重要功能，其本质上与地方 ZF“一体两面”：两者的发展目标高度趋同、高

度一致。

城投债的投资人，能够清楚的见到当地 ZF 借款究竟投資了怎样的項目，在哪儿投，基本建

设到哪些程度，全部流程清楚可见，投资人也会更安稳。

选购银行的投资理财产品时，资金用处并不清楚，许投资人仅仅单纯性了解利率就盲目跟风

拿钱，如果出現损失也会不知所措。

优势 03 利率更有保证

现阶段我国城投债中有着“刚性兑付”的优点。由于是债券，当地 ZF 跟普通百姓借款，承

诺借多长时间是多长时间，承诺利息多少是多少，仅有 ZF 部门保证做到好借好还，当地的

公共秩序才可以平稳。

我国的银行理财产品早已沒有“刚性兑付”一讲，因此为了更好地吸引住顾客，就打起了“预

期收益率”的牌。但是许多朋友们还维持着“银行理财产品=保本”这个误解，甚至于把“预

期收益率”当做了“最终收益率”，损失以后对薄公堂的实例数不胜数。

在对比完城投债与银行理财产品之后，不难发现，其实城投债相对于银行理财产品来说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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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可靠。而城头债项目中的政信定融，可以说是未来几年稳健投资中，少数能跑赢通胀的

产品了。

首先，政信定融是 ZF 通过自己的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产品，有 ZF 信用作背书，违约的概率

极低。

其次，募集资金直接进入融资平台公司（国企）账户，交易风险完全可控，避免第三方账户

操作的风险。

第三，所募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最终由 ZF 回购，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方）没

有经营风险。

第四，产品在正规机构备案，符合监管部门的法规要求。

最后，产品起投点不高，适合分散投资的要求。

赚钱的基金，为啥突然不让买了

文/木言声

今天想就着这个话题和大家聊聊：基金为什么会限购？现在基金该继续拿着，还是卖了？

01 基金为什么要限购？

基金限购，指的是单个账户只能买「限定数量」的基金份额，甚至是暂停购买。今年以来，

有上百只基金宣布了大额限购。

为什么要放着钱不赚，限制我们购买呢？

我找来朋友这只基金的公告，在我看来，这个原因说明传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不希望基金净值波动太大。

就像服装店，往往会拿出最好看的/最想推的衣服，放在橱窗进行展示；不少基金限购，是

因为过往业绩表现优秀，吸引来了许多人关注。

但大部分人只闷头跟风，一旦发现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又快速卖出，推动基金净值剧烈变化。

这会让基金经理措手不及，进而影响投资策略，让基金「变味」。

就像我们如果发现一家羊肉馆在卖狗肉，就不会再去吃；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很不利于基金

的长期发展。

第二层，想要控制一下基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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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大不好调头。比如根据规定，「一只股票的前十大股东，半年内不能卖出股票」。

当基金的规模过大，很可能买个 5%，成了股票的前十大股东；如果接着的半年内，股价急

速下跌，又不能及时卖出，基金净值也会跟着受影响。

另外，基金经理也担心摊薄持有人的收益。比如基金准备分红了，要是这时候许多人涌入，

相当于把原来持有人的收益分走了一部分。所以，为了自己的投资可控，且考虑到持有人的

利益，基金经理往往会选择限购。

02 基金限购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你说单日限 500 万、100 万的，对咱没什么大影响；但还有不少基金，单日低到 500 元、50

元，甚至 10 元。

要是每天只能买 10 元，250 天交易日不间断定投，一年也只能买入 2500 元。这对于定投的

朋友来说，还是挺打乱计划的。

我们不妨从 2 方面来看这件事——

首先，大可不必因为「现货稀缺」而去抢。

哪怕是因为过往业绩好而限购，也不代表未来就一定会涨。比如去年明星基金经理张坤，管

理的易方达蓝筹精选，在 2 月 18 日正火热的时候宣布限购，单日买入最多 2000 元，到今年

2月才开放买入；期间跌去了 40%，限购甚至帮投资者「逃过一劫」。

又比如 8 月限购的，信澳核心科技混合，基金重仓股里就有宁德时代、赣锋锂业、比亚迪等

新能源热门股；而这两年它们估值已经很高，这时若是大笔买入，很可能「买贵了」。

目前公募基金已经超过 1万只，我们的选择范围非常广，完全不用只盯着限购的基金「薅」。

其次，如果你买的基金限购/暂停买入了，也不用太担心。对于判断行情来说，它是一个滞

后甚至不准确的指标。

限购多是出于「保护投资者」的考量，大部分时候，保持不动就好。许多限购的基金，过个

一两个月又会开放购买了，对于长期定投选手的整体收益影响不大。

更重要的是，我们买基金的过程中，不仅会遇到基金限购，还会遇到很多超出我们计划的事

情。比如基金经理离职、市场大跌等等。

实际上，它们其实也是极好的「重新审视手头基金」的时机。

具体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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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一起做个基金自查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的 xx 基金亏了，要不要卖？」我的小心脏都会一紧。这就像是还没把

脉，就发个短信问医生该吃什么药。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自愈」。

先挑 2个重点说说——

一来，看基金风格是否稳定。

基金的风格就像一个人的性格，是基金经理投资意志的根基。风格没有具体的判断指标，但

我们可以多角度来看。比如连续几个季度甚至几年，基金重仓股的行业和风格有没有大变化；

比如基金经理的文章或者言论，看不同的时间点，是否自洽、言行如一。有些基金三方网站，

会对基金的大体投资风格进行归类，也可以参考一下。像是天天基金网，基金详情页往下滑，

就能找到「基金投资风格」。

二来，看风险收益比。

未来赚的钱，真的值得我们承受下跌捱的痛苦吗？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没有一个

通用答案。但可以通过 2个指标，夏普比率和卡玛比率，辅助你判断。

*夏普比率=（投资收益-无风险利率）÷标准差

*卡玛比率=年化收益率÷最大回撤

两者是从不同角度，来看你的收益对应多少风险，理论上两个都是「越大越好」。前提条件

是，一定要在同行业、同风格的基金里进行比较。

这 2 个指标的意义在于，当你在同类产品里摇摆不定的时候，可以用它们来判断性价比；另

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你，圈出持有体验比较好的基金。拿支付宝 APP 举例，在「业绩表现」

里找到「基金指标 360」，点击进入后向下滑，就能看到了。

风格稳定，且和你的风险承受偏好契合，那么这只基金，可以安心陪伴；但如果发现上面那

些突发情况，让基金风格漂移、波动大得让你睡不着觉，不再是你当初想买的基金，那么你

也可以考虑卖出止损。

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基金对比器、筛选器，供你辅助使用。

比如好买的对比器，输入代码，会出现全方位的信息，同时可以对比 5只基金。

最后多说几句。

长远来看，我们总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所以最好有一个「产品备选池」。对于自己看中的

基金，都配备至少一个同类型的候补选手。长期来看，市场上几乎不存在风格独一无二的优

秀产品，同类型的总能找到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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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思路也不难，可以在同一个基金公司找，也可以在相同投资方向上入手。

秉持着「事前 10 分钟，事后不后悔」的原则，多花时间了解基金，明确自己的偏好，再逐

步搭建好这个备选池——这样一来，不论遇上什么变化，都不会慌张了。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稻盛和夫：我人生巨大的财富，就一句话

文/稻盛和夫

8 月 30 日，惊闻稻盛和夫先生仙逝，悲恸不已。

稻盛先生被誉为日本“经营之圣”，他一生创办了两家企业，京瓷和日本第二电讯电话公司，

都在其带领下进入了世界 500 强。

78 岁时，稻盛和夫受首相鸠山由纪夫邀请，出山拯救日航，这个老人这一次只用了 424 天，

就将日航扭亏为盈，创造了日航历史上 1884 亿日元的利润。

稻盛和夫一生坚持“利他”的信仰，他说，人生中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所有一切，归根

结底，要看我们能不能提高自己的心性，让它变得更纯粹、更美好。

今天，巨星陨落。愿稻盛先生“世间万物，始于心，终于心”的思想，照亮世界商界。

01.如果我的人生一帆风顺，恐怕会成为一个不懂体谅的人

从降生人世，到生命终结，无论对谁而言，人生旅程都是一出波澜万丈的戏剧。其中既有充

满荣光、极尽欢喜的时光，也有遭遇苦难、咬牙忍受的日子。我们应该怎样度过这样的一生

呢？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单纯的问题。人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灵吸引过来、

塑造出来的。正因如此，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抱什么想法、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人生将

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

创建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先生，由于幼年时父亲投机米市失败并破产，不得不在上小学时

就辍学当了学徒，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吃尽了苦头。在这样的命运面前，他毫不气馁，一心

一意，拼命工作。松下先生这种忠诚老实、乐观开朗的心灵，就是构筑日后松下繁荣事业的

基础。和松下先生一样当学徒的孩子，当时恐怕有很多吧。其中可能有很多孩子会埋怨自己

的境遇，嫉妒别人，憎恨社会。这种孩子不可能取得松下先生那样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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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从少年时期到步入社会，饱尝了种种不幸与挫折。在我对自己的境遇充满牢骚、抱怨

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的进展是顺利的。但是，从我开始坦然接受命运，下定决心全身心投

入工作的那一瞬间，人生就从逆风变成了顺风。后来回忆起来我才意识到，我少年时代的人

生看上去似乎沾染了不幸的色彩，但实际上，这只是上天赐予我的精彩人生的前奏而已。

如果我的人生一帆风顺，完全没有经历挫折和艰辛，我就不会努力磨炼自己的心灵，我恐怕

会成为一个不懂得体谅和同情他人的人。

02.不管遇上好事或坏事，都要感谢

不管眼前的状况多么严酷，既不能怨恨，也不能屈服，重要的是一以贯之地积极应对，以“感

谢之心”去面对。遭遇灾难、陷入困境、结果不如人意，如果人格没有得到相当程度的磨炼，

我们往往会口出怨言：“为什么偏偏让我遭此不幸？”另一方面，好运连连，什么事都称心

如意，这时候应该能说感谢了吧？但这也往往做不到。撞好运、遇好事，那是我应得的，是

“理所当然”的。甚至有的人还不满意，认为“还不够，还要更多”。贪得无厌，这就是一

些人的本性。

就是说，不管遇到好事还是坏事，要抱感谢之心同样都很困难。

其实，在直面灾难、苦难、不幸状况的时候，正是表达感谢的绝好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严酷的环境、局面，能够锻炼我们的心志，磨炼我们的灵魂。经过长期宗教或精神

修行的人，或许自然而然就养成了感谢一切的习惯。但是，我们这些未经修行的人，必须强

迫自己心怀感谢，做到这种程度。

这虽然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生秘诀，但没有任何人来教我们。学校不会传授给学生，父母恐怕

也教不了孩子。因为头脑里知道这种生活态度的重要性、能在人生中真正加以贯彻的人，确

实凤毛麟角。

03.度过严酷人生的秘诀：“愉快”地接受灾难

佛教讲：“思念造业。”就是说，心中所思，会成为“业”，即成为原因，原因制造出现实

这个“结果”。

当灾难到来时，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就可能唤来更大的灾难。避免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愉

快”地接受灾难。如果受了伤，就要想：“啊，还好，只受了这么点伤就完事了，没有惨到

身体都动弹不了。”如果生了病，要感到高兴：“就这点病，动个手术就能治好，真幸运。”

灾难发生，意味着消业。大的灾难能够消业自不必说，即使是很小的灾难，也能消业，所以

应该高兴，即使心里不这么想，也要使用理性让自己高兴起来。这很重要。

给予我这个珍贵教诲的，是我的人生导师——原临济宗妙心寺派管长西片担雪法师。我在许

多事情上，都曾向他请教。

以前，京瓷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制造和提供了医疗用的人工膝关节。这件事，媒体曾

广泛报道，并对京瓷展开了激励的批评。尽管这个事情有特殊背景，但我对此不做任何辩解，

只是反复道歉谢罪。京瓷总部门前，接连几天布满成排的摄像机，电视上多次播放我低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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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镜头。我身心俱疲，于是前往法师处请求指点。法师像往常一样沏好了茶，仔细聆听我

的倾诉，然后对我说：“很好啊，灾难降临之际，也就是过去造的业消失之时。遭受这么一

点批评就能消业，必须庆祝一番啊。”一心想着法师肯定会安慰我，没想到法师竟然这样说，

我觉得他这话未免冷漠无情。但是，仔细咀嚼了这段话，我的心灵被治愈了，深感慰藉。

活着从来不遭遇灾难的人不存在，灾难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袭来。

这种时候，不能意气消沉，不能堕入绝望的深渊。要为此高兴，并予以感谢，然后跨出新的

一步。

04.这句话是我人生的巨大财富

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旅途中，每逢应该表达感谢的场合，我不由自主、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

是“南曼，南曼，谢谢”。“南曼”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方言发音。在遥远的幼年时期，

父亲曾带我前往一个念佛的地方。这句话是我在那里学会的。当时，父亲牵着我的手，走在

日落后阴暗的山路上。好不容易才到达山林深处的一处简陋小屋，小屋里传出僧人诵经的声

音。我们坐了下来。僧人督促参加者一个个地到佛坛前叩拜，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双手合十

祈愿。那僧人用安慰的口吻对我说：“今天大老远从鹿儿岛市内过来，不容易吧。”然后他

继续说道：“孩子，你今天来参拜，已得到佛的认可，今后就不用再来了。但是从今往后，

每一天你都必须念诵‘南曼，南曼，谢谢’这句话，向佛表达感谢之意。”从那以后，这句

话就埋入了我的心田，成为我人生的巨大财富。我没有特别的才能，年轻时还饱受挫折。像

我这样的人，居然在企业经营领域有了一定成就，可能就是因为我理解了这句话，并时时将

感谢之意挂在嘴边。

05.让人生误入歧途的元凶，往往是成功和赞美

如果缺乏谦卑，感谢之心是无法萌生的。事情进展稍微顺利，加上周围人的吹捧，内心就会

动摇，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到处乱飞，这就是一些人的本性。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我们

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得傲慢，对别人也会采取蛮横无礼的态度。让人生误入歧途的元凶，并

不一定是失败和挫折，而往往是成功和赞美。

创办京瓷，经营上了轨道，有了相当的利润。当时我想过：“公司有了这么高的收益，但我

的年薪却这么低，不是太亏了吗？”靠我的才能创建了公司，创造利润也是凭了我的才干，

因此就是拿现在几倍的年薪也无可厚非吧。我心中冒出这样的念头。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

了自己正在变得傲慢的那颗心。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诫勉。

自己拥有的才能，绝不是自己的私有物，那不过是偶然被赐予的。这种才能，如果不为我所

有，也很正常。我所扮演的角色，由其他人来承担，也丝毫没有不可思议之处。因此，这种

才能不可以只为自己所用，而应该为世人、为社会所用。我开始这样思考。

为什么说能力、才华不能只归自己所有呢？

不限于人类，假设拿走一切生物之所以成为生物的属性——肉体、精神、意识、知觉等，剩

下的只有“被称为‘存在’的东西”。以这个“存在”为核心，形成了所有的生命。它有时

呈现为花的形式，有时扮演人的角色。就是说，“存在之核”以外的东西，比如肉体和心灵、

思考和感情，或是金钱、地位和名誉，乃至才能等，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借来之物，都是被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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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附属品。这么思考的话，“这是我的东西”“那个成功是我的功劳”这类想法，就变得

毫无根据，那些我们认定是自己的东西，不过是现世一时寄存在我们这里的东西，其真实的

所有者，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当这一世的生命终点来临时，我们应该毫不留恋地将这些寄存

之物归还给上天。在生活和工作中抱这样的想法，骄傲自大就会在心中消失，内心就会充满

感谢和谦虚。

06.当下极度认真、专注，就是最好的精神修行

始终心怀感谢，谦虚律己，同时不忘对他人施以关爱和善意。这样的心态就是吸引美好现实

的原因。英国思想家詹姆斯·埃伦在其著作《原因与结果法则》一书中，做了以下论述：

“有一种倾向，（中略）不管是眼前的目标，还是人生的目的，心灵纯洁的人总是远比心灵

肮脏的人更容易达成。”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人虽然头脑并不聪明，也说不上有多能干，但是，他们以纯粹的动机发

起挑战，不懈努力，最终完成了大家都认为难以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才华出众的人制定

了缜密的计划，却不能顺利推进。因为不管多好的计划，如果其动机源于邪念，那么即使获

得一时的成功，这种成功也无法持续。

那么，净化心灵、美化心灵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全神贯注地投身于眼前应做的工作。

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怨恨他人、憎恶他人的杂念就不会浮现。犹如禅僧坐禅一般，当下的心

灵会变得纯洁、美好。为了磨炼心灵，我们没有必要特地去坐禅，没有必要居深山。只要将

全副精力投入眼前的工作，在当下这个瞬间极度认真、极度专注，就是任何方法都无法替代

的精神修行。埋头工作获得的收获不止于此。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心灵就能得到净化。而当

心灵处于纯粹状态时，人就能触及所谓的“宇宙真理”，也就是触及事物的本质。可以说，

这是度过人生这一严酷旅程的“秘诀中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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