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贷资产规模

虽然信托在公众眼中出现的频率并不算高,
但是信托却是很多大资金非常青睐的投资方式,
而且资产规模非常庞大。我国全部信托资产总规
模相当于中石化总资产规模的4倍多，超过银行理
财产品的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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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资产撬动大资金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民间
财富积累了大量管理需求，而鲁信
集团赖以起家的信托业务正好填补
了这一空缺。” 鲁信集团总经理相
开进告诉记者，在过去5年中，国内
信托资产规模以平均每年1 . 25万
亿元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突破9 . 8
万亿元的关口。鲁信集团抓住这一
机遇，2006年时受托资产仅六七个
亿，此后几乎以年年翻番的速度发
展，信托业务一直保持几何级数增
长。2010年跨上千亿元大关，2012年
新增信托业务规模2113亿元，同比
增长86 . 3%。

截至2013年5月底，公司自有及
受托资产总额已达2738亿元，净资
产仅93亿元，是一个典型的轻资产
公司。为管理好如此规模庞大的资
产，鲁信集团实施了极为严苛的风
险控制制度。“宁弃大单，不做有风
险的事。”鲁信集团副总经理、山东
信托总经理王小林表示，信托业是
一个始终与风险打交道的行业，既
不能惧怕风险固步自封，也不能无
知冒进自酿恶果，要实现风险与收
益可匹配良性发展。

2012年，鲁信清算信托项目411
个，向投资者交付收益86 . 45亿元。
2013年以来，年化收益率达到9%。
目前，鲁信平均每周发出10只集合
信托计划。成立迄今,该公司集合信
托计划没有一只发生逾期。在全国
68家信托公司中，山东信托在资产
管理规模、增速、资产报酬水平等指
标的综合排名中，位列前十；在地方
政府控股的信托公司中堪称老大。

然而，进入2012年以来，随着证
券、保险等方面的新政落地，混业经
营趋势日趋明显，泛资产管理市场
的竞争走向白热化，信托市场竞争
也日趋激烈。

据相开进介绍，信托市场竞争
非常激烈，外地的信托公司正积极
布局山东市场。目前，各家信托公司
在山东设立的办公室和营业部已有
几十家。在守护好山东本土阵地的
同时，山东信托也大踏步走出去。今
年初，鲁信旗下的山东信托在厦门、
长沙、南京新设3个业务网点。截至
目前,山东信托已在北京、上海、深

圳等7地设立业务网点。今年前5个
月，异地业务部信托业务规模余额
430 . 84亿元，占比17 . 96%。

叫响创投第一股

开创“蓝黄”两基金

“2000年我们初创时资本金不
到11个亿，后来通过连续运作市值
一度超过200亿，成为A股唯一一家
以创投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鲁信创
投集团副总经理刘伯哲告诉记者，
鲁信创投以高新投为核心，做大蓝、
黄两只基金，其业务模式是通过对
优质高科技产业项目进行股权投
资，帮助项目实现跨越式发展，获得
投资收益之后退出。“现在我们正与
地方政府合作，17地市中近一半地
市基金已落地，对方看中了我们的
国有控股背景，看中我们能够解决
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在股权
投资中发现、提升企业的价值。”

刘伯哲透露，与地方政府合作
发行的一系列区域性和行业性基金
的大致模式都是由地方政府出一块
引导资金，鲁信创投搭配一块自有
资金，山东信托再融入一块市场资
金，以此撬动更多资金支持当地企
业和经济发展。

在山东正在加紧建设的“黄、
蓝”两大带动战略中，鲁信也扮演了
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的角色。记者了
解到，鲁信在香港发起设立的以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主题的蓝色经
济投资基金(美元基金),首期已于
2011年7月成功募集1 . 1亿美元，去
年上半年，完成两个项目共计3300
万美元的投资；发起设立的黄河三
角洲产业投资基金，首期募集已签
约30亿元。

此外，在“走出去”方面，鲁信
创投的步伐明显加快。据刘伯哲介
绍，继在香港设立蓝色产业投资基
金后，鲁信创投在深圳设立的华信
创投首期规模1亿元的基金已基本
投放完毕，二期基金的募集工作已
经启动；发起成立了深圳华信睿诚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规
模2亿元。

除了发起基金，鲁信创投还加
大在省外的股权投资力度。公司控
股的上海泰信基金公司，参股的上
海富国基金公司、北京民生证券取

得了较好的业绩；完成收购北京金
鼎融资租赁公司，金融、基础设施、
文化旅游等板块赴省外甚至境外开
展的其他若干投资、并购工作也正
在稳步推进，部分项目进展顺利。

资金年周转5圈

70多亿流向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备受社
会各界关注。在银行等传统金融机
构看来，小微企业可抵押资产少，经
营波动较大，抗风险能力弱，这些天
然固有的缺点让它们很难融入银行
发放贷款的评价体系，中小微企业
或私营业主融资难已成为一种常
态。在鲁信集团看来，其处于行业优
势的信托及泛金融业务正成为化解
这一难题的利器。

“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但它
们又是最渴求资金的一大群体，这
恰恰为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提供了
生存、发展、盈利空间。”鲁信集团总
经理相开进介绍说，从2011年开始，
鲁信集团将扶持实体经济的主力倾
注到了小微领域，旗下几大主要业
务板块，都已经开创性设计了专门
针对中小微领域的金融产品。“去年
9月，鲁信集团通过整合集团旗下的
山东省投资担保公司、鲁信小额贷
款公司、鲁信典当公司，又收购一家
融资租赁公司，设立了山东鲁信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致力于给中小微
企业打造一个能够提供担保、贷款、
设备租赁等一揽子融资服务的综合
金融服务平台。”

记者了解到，注册资本2亿元的
鲁信小贷公司，资金一年可以转5
圈，相当于一年能放贷10亿元支持
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此外，鲁信集团
的信托业务也逐渐成为缓解小微贷
款的通道，2012年有70多亿投向了
小微企业。

相开进表示，风险管理是企业
的生命线。为对冲风险，2012年6月,
鲁信旗下的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发行金融创
新产品———“阿里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向阿里巴巴及淘宝网平台的
小微客户发放贷款。该产品支持了
超过10万个小微客户,支持资金累
计超20亿元。目前，该模式已被上
海、北京等地广泛复制。

鲁信集团：

领领跑跑泛泛金金融融管管理理时时代代
本报记者 马绍栋

作为山东省管企业中唯一一家以金融投资为主业的大型国企，鲁信集团主
营业务均属于泛金融领域。随着保险、券商等竞争对手蜂拥而入，鲁信业务面临
巨大挑战。不过，凭借多年积累形成的强大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鲁信集团
在连续多年大幅增长基础上，2012年首次实现集团体系内所有业务板块全面盈
利，公司自有及受托管理资产规模约2200亿元，同比增长53%。

信托是指基于对信托投资公司的信任,将财
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概
括地说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什么是信托?

信托种类

不同信托产品根据风险和融资需要，有着不
同的收益率。其中地产信托收益率最高，以下这些
信托产品的收益率一般都高于信托的平均收益率
8 . 22%，在信托产品中，10%以上收益率很常见。

信托投资收益率

按2011年分红比率计算，2012年度全部上市
公司的分红总额达 6 1 4 0亿元，股息收益率为
2 . 50%，一年期定存3 . 00%，而信托的平均收益率
在8%以上，数倍于股票和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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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为什么是最赚钱
投资手段之一

信托资产

增长速度

从2011年开始，信托开
始以一种爆发式的速度增
长。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信托
资产高达8 . 7万亿。一个季
度的信托资产增量甚至可以
超越一个省的全年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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