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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上市公司豪掷千万买信托！可以跟投吗？

沪深 300 指数值不值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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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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业 13 号（济宁任城）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大业信托 7.3 1.5

山东省济宁市

任城区
任兴集团有限公司

砀山县尚善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三期）

国元信托 7.1 2
安徽省宿州市

砀山县
砀山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城市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受益权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国元信托 7 2
湖南省娄底市

娄星区
娄底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顺鑫 53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 12期）
华鑫信托 7.1 2

江苏省盐城市

盐都区
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海4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十

二期）
山西信托 7.15 1.5

山东省威海市

文登区

威海市文登区蓝海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曲文投专项债权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6.85 1

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信源 15 号绿色世园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第 1期）
陕西国投 7.35 2

陕西省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长安宁-西咸新区茯茶镇提升改

造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长安信托 7.3 2

陕西省西安市

西咸新区
西咸新区泾新置业有限公司

长安宁-兴渝18号重庆荣昌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长安信托 7.1 2 重庆市荣昌区

重庆市荣昌区奥通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

银杏22151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B 类)
中铁信托 7 2

四川省成都市

青白江区

成都青白江蓉欧园区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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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7-2023.03.05）新产品“曲文投专项债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信托资金用于投资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的专项债权，债权投

资资金用于补充经营性资金需求。本项目融资人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期限 12 个月，预期收益率为 6.85%，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陕西省重要地市级平台项目，行政级别较高，平台地位重要。

2、项目融资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109.65

亿，其中，私募债存量规模 48.45 亿，占比 44.19%；授信额度 375.85 亿，未使用额度 81.56

亿。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169.29 亿，长期有息债务 171.01 亿。

3、项目拥有同地区国企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主体评级为

AAA。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386.34 亿，长期有息债务 400.35 亿。

4、2022 年西安市在陕西省 GDP 排名前 10 的地区中，经济财政实力如下表 1：

表 1：陕西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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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 11486.51 1 榆林市 926.81

2 榆林市 6543.65 2 西安市 834.09

3 咸阳市 2817.55 3 延安市 180.45

4 宝鸡市 2743.10 4 咸阳市 115.58

5 延安市 2231.93 5 渭南市 93.19

6 渭南市 2201.13 6 宝鸡市 92.65

7 汉中市 1905.45 7 汉中市 49.08

8 安康市 1268.65 8 安康市 31.37

9 商洛市 902.56 9 商洛市 26.89

10 铜川市 505.55 10 铜川市 22.24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2022 年西安市 GDP 为 11486.51 亿，在陕西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2 年为 834.09 亿，在陕西省 10 个地区中排名第二位，经济财政实力靠前。2022 年陕西

省西安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625.73 亿，负债率 3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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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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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周（2023.02.27-2023.03.05）共有 321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 172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149 款。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共计发行 236 款，

环比增加 16.83%；发行规模 105.84 亿元，环比减少 5.08%。本周共计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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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标品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52%。

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31%，房地产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41%，

金融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50%，基础产业类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6.52%。本周共有 84

款产品风控中提供了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担保保证，有 18 款产品的风控措施里提供了抵(质)

押物，其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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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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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7-2023.03.05）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623 只，较上周环比

上升 43.88%。共 207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周成立，共 499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周收益整体反弹，其中股票策略产品指数上升幅度最大，

涨 0.43%，其次多资产策略产品涨 0.23%；组合基金策略和债券策略均涨 0.12%；期货及衍

生品策略指数则跌 0.10%。除债券策略外，其余策略近一个月收益均为负，其中期货及衍生

品策略收益最低，为-1.33%；股票策略、多资产策略、组合基金收益率分别为-1.10%、-0.89%、

-0.94%；债券策略收益最高，为 0.11%。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周（2023.02.27-2023.03.05）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

155 只产品，环比上升 40.91%。本周投资、上市和并购共 114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1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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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汽车领域发生的单笔投融资金额较大，融

资额来自 2 月 27 日，多利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多利科技公开发行股

票 3533.33 万股，发行价格为 61.87 元/股，总募集金额为 21.86 亿人民币。多利科技是一

家专注于汽车冲压零部件及相关模具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主要产品为汽车冲压零部

件和冲压模具。其中汽车冲压零部件主要为白车身冲压件，汽车冲压模具主要用于配套生产

汽车冲压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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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MARKETOBSERVATION

信托：爱建信托 2022 年净利下滑近 6 成，去年以来剥离多个房地产股权

近日爱建集团公告，2022 年，爱建信托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5.11 亿元，降幅 35%；全年实

现净利润 4.04 亿元，较上年减少 5.72 亿元，降幅 59%。去年，爱建信托抛售多个房地产相

关股权。如转让海爱建泽盈 80%股权，最终爱建集团接盘。转让上海爱垠事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99.6054%股份予上海大发房地产集团。

银行理财：部分银行理财实现“T+0.5”赎回到账

目前已有工银理财、平安理财、浦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宣布部分开放式理财产品可实现

“T+0.5”赎回到账，亦有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赎回到账时间也由“T+1”缩短至“T+0.5”。

据梳理发现，目前兑付效率实现“T+0.5”的理财产品，其投资范围通常是固定收益类资产，

如现金、银行存款、央行票据、同业存单等，这类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可在较

短时间内变现。

公募基金：“债券女王”离任 这家老牌基金迎新掌舵人！

3月 2日，新华基金发布高管变更公告，原董事长翟晨曦因个人原因离任，于春玲代任董事

长，副总经理刘征宇也因个人原因离任。公开资料显示，于春玲为经济学博士，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接替的是素有“债券女王”之称的翟晨曦。

私募基金：一组代码 引发千亿量化私募“对簿公堂”

近期，天眼查网站的多份开庭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核心原因是涉及国内两家知名量化私募机

构，锐天投资和幻方量化。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在今年 2 月起诉杨某、宁

波幻方量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积幂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等，案由是侵害技术秘密纠纷。

保险资管：保险资管获准“跨界”展业 提升 ABS 与 REITs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3月 3日晚间，证监会公告称，已指导证券交易所制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

业务指引》，支持公司治理健全、内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经验丰富的优质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参与 ABS 和 REITs 业务。从“投资方”到“管理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与资产证券化

(ABS)及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业务的角色得到丰富。

券商资管：港股实名制来了！

3月 2日，香港证监会对外公布，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将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正式推出，

若投资者还未回复开户券商同意其转交个人身份信息，后续将只能卖出股票不能买入股票。

根据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及香港的资料隐私法例(包括《个人资料(隐私)条例》)，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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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向个人客户取得明示同意，以便向香港证监会及联交所提交相关的客户身份信息。据获悉，

目前很多投资人已经收到来自开户券商的邮件，要求同意及更新客户信息。

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某上市公司豪掷千万买信托！可以跟投吗？

文/尤斯财富

上市公司为使闲置资金得到合理利用，购买信托产品便成为其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根据数

据，2022 年， 67 家上市公司共计购买 150.40 亿元信托产品。上市公司认购信托更倾向于

预计年化收益率在 4%-6%之间的中低风险固收产品。

近日，智美体育发布公告，浙江智美体育向五矿国际信托设立的五矿信托计划作出总额人民

币 1000 万元的投资；北京智美传媒向华鑫国际信托设立的华鑫信托计划作出总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投资。

信托计划协议显示，浙江智美体育认购由五矿信托发行的五矿信托-锦绣增利 5 期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认购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3 日，投资期限为 3 个月，起息日年 2 月 24 日，到期

日 5 月 25 日，预期的年化收益率为 4%。该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中国债券，包括政府债券、

城镇投资债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债券及银行发行的债券。

上市公司买信托，有的盈利百万，有的本金难收

2022 年 10 月 19 日，百大集团称收到到期投资的信托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此项理财投资，

给公司带来了 498.15 万的投资收益。百大集团购买的信托产品为爱建共赢--中南泰州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发行人为爱建信托，2021 年 4 月 2 日投资，理财终止 2022 年 10 月 2 日，

年化收益 7.9%，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收到本金 4200 万元、收益 498.15 万元。

2022 年 9 月 29 日晚间，吉华集团发布公告，公司投资 5000 万元购买的信托计划到期日延

期，鉴于此次投资款项的收回尚存在不确定性，并基于非保本理财产品的性质，公司存在本

金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

据《华夏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2 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 7 家上市公司公告遭遇

信托产品兑付险情。今年上市公司公告购买信托计划延期或者无法兑付的情况，多数是以非

标为主，底层资产出现问题导致产品违约，其中投向房地产和工商企业的较多。

大多数上市公司认购信托产品还是倾向于资本回报率，这就满足了闲置资金的配置需求。在

银行等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相对不高、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信托产品长短期兼备，且具有预

期收益相对稳定的固收产品，自然就会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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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懂信托吗？

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上市公司并不懂信托，他们的购买标准通常是排名靠前的大公司，或者期

限短收益高的信托产品，相比于资深的个人投资者，上市公司的信托投资经验可谓匮乏。随

着购买规模的不断攀升，上市公司踩雷事件也频繁发生。

上市公司通常为行业内的佼佼者，更加擅长实体的经营和布局，对于信托投资也是起步和摸

索阶段。众多上市公司争相购买信托产品是对信托行业的认可和肯定，但是信托行业正在经

历一次充分的洗牌，“国进民退”已是不争的事实；民营信托的经营风险和资金池暴雷也将

成必然之事，拿着上市公司购买信息忽悠投资人的事应该得到遏制及相应处罚。

理财这门课绝不能盲目“抄作业”

打破刚兑已经是监管层和金融机构达成的共识，作为投资者应该顺势而为，而不是心存侥幸。

“刚兑”信仰一直伴随着所有投资者和从业人员，尤其是面对信托公司的非标资金池业务，

常见话术就是“如果主动管理的资金池都雷了这家公司也不要开了！”然而今昔非往日，不

要迷信大而不倒，不要迷信兜底承诺，当盖子没有锅多的时候，方知谁在裸泳。

信托、私募基金等投资理财动则 100 万甚至 300 万起投，在项目筛选时绝不能盲目“抄作业”

或者跟风，抢手的项目未必真的优质，很可能只是包装得精美。投资理财的“不可能三角”

要记牢：收益、风险、流动性，如果某个产品非常完美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你就需要打起

12 分警惕！选择稳健的管理人、远离非标资金池和自融产品、穿透底层资产才是投资理财

的王道。

信托产品如何避坑，看五点

1、仔细考察信托公司综合实力。购买信托产品是否安全与公司的综合实力相关，每家公司

的管理水平、风险控制能力、盈利能力、管理资金规模等都是不相同的。

2、详细了解交易对手。信托最大的风险来自交易对手的违约，所以看交易对手（融资方）

的整体实力、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过去三年的财务数据、金融信用评级、是否发生过逾

期或违约情况等关键要素就非常必要。

3、评估与掌握还款来源。还款来源是信托融资类项目非常重要的评估标准，交易对手过去

3年的财务数据、日常的经营性现金流、标的项目现金流等都是可以参考的指标，需了解预

期收入的可靠性，即项目成功的可行性。

4、确认增信措施。信托产品的抵押、质押以及担保的目的就是预防交易对手违约，它们也

是可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对投资者而言，要清晰地了解担保人背景、担保人净

资产及构成、担保人与融资方关系、担保人承担的责任、强制执行的方式等。

5、严防高收益陷阱。对预期年化收益率畸高的项目，投资者要格外小心，会非常关注风险

与收益的匹配度，不能一看收益率高就忘记背后的风险。市场上各类理财产品数不胜数，投

资者筛选产品时，要做到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一致，不能盲目追求高收益。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沪深 300 指数值不值得投？！

文/尤斯财富

2005 年 4 月 8 日，A 股市场的第一只跨市场指数横空出世——沪深 300 指数。它由沪深交易

所中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 300 只龙头企业组成，以综合反映中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

之后至今，凭借着对中国核心资产的广泛代表能力，沪深 300 指数被海内外投资者誉为 A

股行情的“晴雨表”、中国的“标普 500 指数”。这 300 只成份股精准地覆盖到了 A股市场

上具有长期业绩支撑和稳定回报的龙头企业，这些优秀的企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均具有相当

的行业地位，正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2012 年 5月 8日至今，沪深 300 全收益指数十年间涨幅远超中证 500 指数及中证 1000 指数，

在一众跨市场主流宽基指数中长期表现亮眼。再加上成份股数量适中、成交活跃、流动性良

好，指数发布伊始就被众多机构投资者视为投资中国最理想化的投资标的。

数据显示，目前跟踪沪深 300 指数的基金有 170 只，合计规模达 2391.17 亿，在所有指数基

金规模中位列第一，远超上证 50、中证 500 等市场主要指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指数之

王”。这其中，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4 日的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以超 520 亿元人民币的规

模（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成为 A股市场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型 ETF。

沪深 300 投资价值分析

沪深 300 采用派氏加权法即成份股流通比例分级靠档的方法计算个股权重，总体上还是流通

市值加权，流通市值越大的成份企业对指数的影响越大。

上证 50 反映的是“龙头企业”的整体表现，而沪深 300 则是沪深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

表现。沪深 300 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沪深股市的指数，也成为大多数基金投资业绩的评价标准。

从成份股的行业分布来看，沪深 300 从一开始就比上证 50 更为分散均衡一些。

沪深 300 是宽基指数中的“扛把子”！

截止 4 月 26 日，市场中跟踪沪深 300 指数的基金有 170 只，合计规模达 2391.17 亿，在所

有指数基金规模中位列第一，远超上证 50、中证 500 等主流宽基指数。除了产品最多，份

额最大两个优势外。从监管层的表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沪深 300 是宽基指数中最具代表

性的！

银保监会去年末发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中，数次提到了与保险看似关

联不大的沪深 300 指数。

一是在引导险资长期价值投资方面，沪深 300 成分股风险因子予以下调。

二是险资股票持仓一旦发生“市价持续一年以上低于账面价值”或“市价低于账面价值的比

例超过 50%”的两种情况，就需要按账面价值和市价的差额计提减值。但“近三年股息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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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以上，或现金股利支付率均在 10%以上的沪深 300 成份股”可以不按照以上方法减值。

配置沪深 300 成分股，无疑对险资的净利润表现更有益。

银保监会在如此重磅的文件中采用了“沪深 300”，而不是上证 50、中证 100、中证 500 这

些名气同样不小的宽基指数，也侧面反映了沪深 300 的重要地位！

沪深 300 更适合择股能力较差的新手小白

沪深 300 指数是从 A 股超 4500 家公司选出 300 家的中证旗舰宽基指数。沪深 300 指数选样

既考虑日均成交金额，又考虑总市值。科创板、科创板公司在满足前两点的基础上，还要满

足 1 年的上市时间。如亏损或者被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都会被剔除出成分股，从源头上避

免投资者追涨杀跌绩差股带来的风险。简而言之，沪深 300 可以帮助投资者优中选优，规避

质地不好的股票，对于择股能力较差，看不懂财报数据的小白来说最为适合。

沪深 300 指数长期风险与机会展望

投资市场中历来有“牛市买主动，熊市选被动”的说法。回溯历史表现，沪深 300 与一些顶

流经理的长期收益率有较大差距。长期看来，沪深 300 长期收益率与固收产品类似。但波动

性要比固收产品高，即便采取定投的方式，投资者还不如直接选择固收类产品更省心。

从收益角度来看，沪深 300 三年期收益率比上证 50、中证 100 两个指数要占优一些，但 5

年期复合收益率则相差无几！如果考虑到收益指数（叠加成分股分红收益），沪深 300 指数

2021 年股息率 1.97%，上证 50 指数为 2.2%，中证 100 的股息率为 2.23%。三个指数全指收

益率差别并不大！

从投资者买入需求来看，一些“个人养老产品”在能够抵税的情况下，复合收益还完全不输

沪深 300。衡量收益率、波动性、买入必要性等几个方面，沪深 300 都算不上最优选。但每

一个优秀投资者，都是在市场中千锤百炼输过 N 多次后成长起来的。这些经验都需要从实盘

中获得，沪深 300 是新手入市的第一课。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为啥好像印钱不好使了

文/九 边

最近大家都在聊放水的事，我今天再聊一篇吧，咱们不聊经济学，咱们就用生活中最简单的

逻辑，帮大家理解下为啥放水这事好像作用越来越小。首先要讲的是那个反复讲过的道理，

银行放水，并不是直接印钱，然后大家排着队去银行领。而是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首先是让有钱人去贷款。为啥这里强调有钱人呢？因为银行贷款有个最基本的前提，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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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抵押，最多能贷出来几万块的消费贷（消费贷也是要看你工作单位和银行流水的），

再大一些的几乎就不可能了。所以能贷到大钱的，基本都是本身非常有钱的，他们把手里的

资产抵押了，然后借到钱，再去做别的投资。普通人这辈子能背到的最大的一笔贷款，可能

就是房贷，其实就是把你刚到手的房子拿去银行抵押，然后贷款给你。富人往往不止一套房

子，而且也不是通过个人，而是通过公司，贷出来的就更多了。

可能小伙伴觉得，给有钱人贷款怎么就能刺激经济嘛？事实上以前确实是可以的，毕竟贷了

款将来得还回去不是？所以有钱人拿到贷款，第一反应是想想怎么投资，将来赚点钱，过几

年把银行的钱连本带利还回去，自己也再赚点。以前没现在这么卷，首先可以搞外贸嘛，投

资建个厂，招一堆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赚美元，赚到钱给工人们分了，剩下的还了

银行还能剩不少。钱就这样从上边向下流动，富人们贷款，普通人拿工资，大家都得到了放

水带来的红利。工人们有了钱，是不是要去吃饭，是不是要娶媳妇买房？于是大家又从银行

贷款，去盖房，去开饭店。老百姓是不是还要有点别的需求？于是奶茶，狼人杀，酒吧，外

卖也就起来了，慢慢服务业吸收的人力远超制造业。

当然了，不仅仅富人可以去贷款，政府自己也可以，不过比较复杂一些，因为政府不能直接

贷款，需要套一个城投的壳。比如地方政府想搞基建，想修条路，没钱怎么办？成立个城投

公司，把地方上的食堂放进这个公司，然后就去银行以食堂为抵押物，借钱去修公路，等将

来公路赚了钱再把银行的钱还上。修公路得雇佣工人吧，得买钢筋水泥吧，钢筋水泥背后又

都是工人，基建的资金也转成了普通人的工资，银行出来的水淋到了普通人身上。

大家看出来了吧，银行发贷款，社会上的老百姓有了工作，有了饭店，有了房子，也有了公

路。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前些年我们经济狂飙的原因。那时候我们社会机会多，从银行贷

出来的款总能赚到更多钱，赚到钱之后再去贷款，再去投资，雇佣更多人，经济一路向好，

每年 8%以上的增长率。

回溯这四十年经济大发展，最早的原动力，其实就是加入 WTO 后的外贸，外部注入了购买力。

那现在发生了啥呢？可以赚钱的项目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购买力越来越低了。

首先是外贸。我国刚加入世贸那会儿，世界市场对中国敞开，叠加中国的人力实在是太便宜，

几乎生产多少就能卖多少。那时候的企业主们，从银行拿钱，然后买设备，招人，搞外贸赚

钱，再借更多的钱，不断扩产能，中国产能指数级上涨。但是我们凭借常识也能感觉到，这

种状态本身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不这两年终于出现问题了，如今能占领的市场基本上差

不多了，中国外贸出口占到全世界的 15%左右，目测这个规模不大可能明显继续扩大，或者

说，扩大的空间不太大了。

西方国家以前是很相信全球化的，但是大家目睹了德国人被俄罗斯用油气控制的倒霉样之

后，开始刻意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其实“去依赖”这事早就开始了，只是一直摆不到明面上

来，俄乌战争之后“不要依赖某国”成了政治正确，西方国家现在都在公开讨论了。比如现

在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墨西哥，欧洲也把大量产能转移到了苏联的东欧故地，那里的人力

便宜，还有欧盟内部的税收优惠，土耳其这两年外贸发展也特别快。上一篇文章也讲了，印

度要求企业尽量去印度建厂，不然就加征重税，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去了，我刚搜了下，比亚

迪也在做计划。这些暂时不明显，长期效果肯定会越来越明显，全球化正在向“区域化”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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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听说今年我们的外贸不太好，我查了下数据，并不是因为产业转移，产业转移需要

很久，现在还不明显。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美元加息导致的全世界经济疲软。为啥美元加

息会导致全世界经济疲软，我在《为啥美元加息会带崩很多国家？我国呢？》里讲清楚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美元加息一方面把全世界经济带下来了水，这间接说明美元依旧非常强劲，此外把很多国家

也被美元加息搞得外汇耗尽了，那些国家的老百姓就算想向中国购买产品，现在也没美元外

汇，没法交易。估计得等到下半年或者明年能好点。

叠加今年突然国内不消费了。现在我们银行把钱贷给有钱人，但是缺购买力，海外国内都缺，

有钱人有钱也不敢投资。其次是政府自己的投资收益率也越来越小，比如早期投一条北京和

上海之间的高铁，一票难求，可能很快就盈利，然后收回投资了。但是使用率高、盈利能力

强的项目早已建得差不多，其他偏远地区的项目可能用的人太稀疏了，根本赚不到啥钱，需

要几百年才能收回投资。问题是无论高速还是高铁，都需要大量的钱去维护。可能每年赚的

钱还不够维护的，每年政府还得继续拨款或者贷款去维护这些基建。基建搞到后来，就会越

来越谨慎，因为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再修一条路可能不但增加不了收益，可能还是一个

负担。再说现在城投债已经 65 万亿了，再借真的快要还不上了。

说到这里，就很清楚了，为啥以前放水会刺激消费：

因为以前起点低，市场前景广阔，国外和国内的老百姓都愿意消费，总有可投资可盈利的项

目，所以发钱会变成实体项目，进一步吸收劳动力。这两年国内外购买力都在减弱，国外是

因为美元加息导致的萧条，国内是因为突然消费乏力，大家都不花钱。所以银行发钱之后钱

淤积在上层，下不来，没法转换成那种会雇佣很多人的产业资金，开始反复炒作资产，所以

放水也就没啥效果。不仅如此，还导致“富人通胀，穷人通缩”。有钱人去银行拿钱，拿到

钱也没啥可投的，毕竟外贸不振，开个饭店吧，一片红海，能干啥？思来想去，啥也干不了，

要不买个房看看？有钱人都是这么想的，于是都去买一线城市比较稀缺的那种大平层豪宅。

所以很搞笑的是，经济不太好，一线豪宅涨幅却非常大。这两天问了下，西城区很多豪宅不

到两年涨了一千多万，要知道，这可是在疫情期间，匪夷所思。

但是问题是，有钱人不投资，工厂不开工，工人们赚啥钱？答案是确实最近不好赚钱。大家

看出来了吧，缺乏购买力，是现在所有问题的根源。现在还没啥，最可怕的是日本那种情况，

老百姓死活不花钱。也就是老百姓有钱，可都存在银行死活不花，购买力上不去，整个市场

一片萧条，日本老百姓就是不花钱，能省就省，导致房价一塌糊涂，经济也一塌糊涂。日本

政府这三十年一直扬言开动印钞机，稀释老百姓的财富，看你们花不花钱，甚至把利率干到

零（其实不是真的零利率，不过非常非常低，我查了下，存款年利率 0.003%），看你们还

存钱。而且利率这么低，多少贷点款去花呗，要不买个房？刁民们油盐不进，就是不花，死

都不贷款，爱咋在地。

美国给老百姓发钱，老百姓花钱太猛，通胀高的一批，日本政府都快馋死那个通胀了，也给

老百姓发钱，老百姓把钱都存银行，就是不花。

日本现在尴尬的地方就在于：基建已经完成了，再建也没啥可建的，大批边缘地区被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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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基建也被荒废。老龄化、少子化导致社会欲望极低，大家不消费，内需不振；外贸也

一直不太行，被中韩的崛起彻底打垮了。日本的跨国资本在海外做得倒不错，不过那些钱跟

日本老百姓也没啥关系。

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避免成了日本那样。那有啥办法没？我倒觉得不是啥大事，咱

们的国人，只要环境好起来还是愿意花钱的，应该成不了日本那样。现在还在恢复期，过了

应该能好起来，毕竟去年的经历对于太多人影响太大了，一时半会消除不了影响。

不过长期来看，想持续繁荣，离不开“让富人投资，让普通人花钱”。或者说反过来说，普

通人敢花钱，社会才有希望，毕竟你的支出就是别人的收入，大家都不花，别人没钱，迟早

传导到你身上，最后恶果沿着最外圈向内扩散，首先影响个体户，私企工作的那些，然后是

国企，最后是公务员。但是怎样让大家花钱呢？这不用我多说吧，主要是安全感。社会上现

在有个很不好的地方，成天在渲染一种“未来会有大麻烦等着大家”的气氛，我也不知道哪

来这么一股思潮，一开始预料的新冠余波没咋出现，反而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东西。几乎所

有的文章和视频，都劝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准备过冬，不投资，不消费，不跳槽，进体制。

你们说，这种氛围下，谁敢消费？可是大家都不消费经济怎么能好？

你可能问我，那你说怎么办？我也没招，只能劝你不投资，不消费，不跳槽，进体制。因为

社会观念一旦成型，就跟一列火车似的，调头非常难，大家都觉得经济寒冬要来了，可能真

的要来了，大家都这样，作为个体只能是保守一些，多存钱，苟住，不然还能咋样？贸然出

头弄不好就是死路一条。

说到这里，可能读者小伙伴问，那有啥办法解决吗？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如果能重新回到

稳定发展的道路上，信心应该会回来，消费也会上来。近期最麻烦的事，就是美元加息，大

家的外汇都被抽到美国去了，谁也别想好。等下半年或者明年美元加完息，外贸应该都可以

喘口气。此外最近突然领悟到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搞福利，给底层发钱这操作，可能咱

们也避免不了。简单的道理，没有完善的保障制度，可能大家到了一定时候都开始攒钱防老，

你也不知道你会活多久，所以攒钱也没上限，那消费能好有了鬼了。内需不振，就得一直依

赖欧美，欧美不买咱们的东西，咱们立刻出问题。

此外传统的“银行贷款给富人”刺激效果越来越差，钱都堆积在富人那里传导不到下边，下

边没钱消费，经济转不起来。所以可能直接给基层老百姓发钱不是个坏主意，政府向银行贷

款给老百姓发钱补充购买力，等经济好起来再用税收还，可以避免通胀。

此外还有大家一直在说的分配问题，上文说的给老百姓发钱，就可以通过向富裕阶层加税，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也认识到，对于克服未来的危机，关键是对富人征税。不过还是想

说一句，二次三次分配一点问题都没，全世界都在搞，但是一定要在法制范畴内，不要学印

度，不然容易出大乱子。

文末总结一句吧：疫情放开后 GDP 反弹 5%应该没啥问题，不过麻烦依旧很明显，国内国外

的购买力依旧太差。短期最大的影响是美元加息，等它啥时候加完息，咱们的外贸应该能好

起来。长期关键还是内需，内需的关键是老百姓心里的安全感，觉得未来不会有大风浪，觉

得老有所养，才会放心花钱，有购买力才有一切，这可能是未来我们需要重点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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