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牌“雪野信托”狂野融资 资金投向涉嫌违规

本报记者 曹乘瑜

2014年2月，春节刚过的深圳已经有些热，第三方理财机构的理财经理小张（化名）接到老客户老王（化名）的电话，请他帮忙看看一只名叫“雪野信托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通航1号）” 产品是否值得投资。该信托计划资金投向通用航空领域，承诺的收益率很高，这让老王颇为心动，因为低空领域的政策确实正在开放。然而，“雪

野信托” 却让小张感到奇怪，做了两年多的理财经理，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当下他便在电话中劝老王放弃这个产品。

无独有偶。 两周后，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同行从微信上传来的一条消息：“深圳的客户朋友请注意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款叫做【雪野信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

航1号）】的信托产品，年化收益率达到12.5%，但是经查询中国银监会网站并无此信托公司获得金融许可证……”

很快，2月28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一则通知，称33家名称中带有“信托” 二字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获得《金融从业经营许可证》，要求这些“信托” 在3月7

日之前，要么办理《金融许可证》，要么变更名称和经营范围登记。而33家“无牌” 信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深圳雪野信托有限公司”（简称“雪野信托” ）。中国证券报记者和小

张仔细阅读通航1号的资料，并查阅雪野信托各种资料，这才发现雪野信托问题多多。

通航1号发行有蹊跷 “雪野信托”无证经营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从表面上来看，通航1号的推介材料毫无瑕疵，其写法完全按照信托产品的产品简介书模式，如假包换。 然而如果是业内专业人士，则会看出蹊跷。

通航1号的资料显示，信托资金用于向中国雪野通用航空控股集团（简称“雪野集团” ）发放信托贷款，雪野集团将融资资金2亿元用于子公司山东雪野通用飞机交易中心，预计

购买100架各种机型；2亿元用于山东雪野天翼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2亿元用于山东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航空产业园的建设、支付工程款、采购原材

料、采购设备等。

“雪野信托”为“雪野集团”募资？这不禁让人怀疑，二者是否有关联关系。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计划，不得将信托资

金直接或间接运用于信托公司的股东及其关联人。 信托资金全部来源于股东或其关联人的除外。

记者稍作查询，便发现雪野信托与雪野集团的联系。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的信息显示，雪野信托有两名股东：其一是刘茹萍，另一名是“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 ；而雪野集团的官

网显示，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为雪野集团的6家控股子公司之一。 很明显，通航1号是集合信托计划，而且正在向社会募资，资金来源不是全部来源于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

公司和雪野集团。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到了雪野信托的网站，只见首页上八个大字写着“雪野信托，可信可托” 。 网站制作精良，其中不仅有对雪野信托的介绍，甚至在投资者教育部分也非常用

心———设置了“信托讲堂” ，详细介绍信托业相关的10个法律法规，包括《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细则。

这与其被点名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形成强烈的对比。 责令改正通知书显示，雪野信托和32家信托，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名称或经营范围中使用了“信托”字样，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十九条，《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九条的规定。

这意味着雪野信托并未获得金融许可证。 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设立信托公司，应当经银监会批准并领取金融许可证。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

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公司”字样。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银监会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显示，深圳目前仅有两家信托公司———华润深国投和平安信托，分别获批

于1984年和1996年，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资料显示，雪野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13年8月21日。

资料显示，成立后没有多长时间，雪野信托已经开始发行产品。通航1号的推介材料显示，其推介期从2013年已开始，总规模不超过6亿元，分期发行。本期规模不低于人民币6亿元

（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 在受托人介绍一栏中，第一句写着“深圳雪野信托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金融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疑为股东融资 基本户募资可随时提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发现，雪野集团还成立另外的融资公司，为通航1号募集产品。

除了雪野信托，还有“深圳金雪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金雪野基金” ）、“深圳雪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雪野股权基金” ）。可以说，PE、

第三方理财、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雪野集团都已占全。 其中，金雪野基金的法定代表人是雪野信托的股东之一，而雪野PE的股东之一是“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 。

其中，金雪野信托似乎也在销售通航1号。在赶集网上，甚至可以搜到，注册名为“雪野基金” 的商家，销售名为“通用航空一号基金” 的产品，定投项目为“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

修有限公司相关项目” ，受托机构为“深圳金雪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单此处的募集规模为2亿人民币，分四期募集，一期5000万元人民币。

深圳一家第三方理财机构分析认为，新成立的雪野信托有极大的嫌疑，就是在为其股东雪野集团融资，而雪野集团的融资或许出现了问题。

据媒体报道，自2009年开始，莱芜市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简称航空体育节），并连续举办3年，火红一时。 当地还借助航空体育节，规划建设总面积3500亩的山东雪

野航空产业园，并成立“中国（雪野）通用飞机交易中心” 。

这一飞机交易中心，正是由山东天祥航空运动俱乐部和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携手山东天祥航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运营。前二者均为雪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然而，

据媒体报道，该交易中心较为冷清。在标有“中国(雪野)通用飞机交易中心”等字样的展厅内，承租公司负责人透露，其每年的租赁费用为130多万元。但2013年一年，该公司仅仅销售小飞

机8架。 一架小飞机销售额200万—400万元左右。 而莱芜2012年、2013年的航空体育节并没有如期举办，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资金不足问题是航空体育节停办的因素之

一。

然而，通航1号的推介材料显示，在2013年7月，“放飞梦想雪野起航———中国(雪野)�通用飞机交易中心”举行揭牌签约仪式，当天即签约售出18架各式直升机和轻型飞机，交易金

额达6000多万元。

为了求证是否为雪野集团融资，记者联系了雪野信托，然而工作人员表示，雪野信托的相关负责人均已经外出。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实际上，通航1号还另有可疑之处。 推介材料显示，该产品的信托财产专户开户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账户号为7666� 6159� 1587，记者

以投资者查询信托账户的名义致电八卦岭支行，被告知这一账户是“基本户” 。 工作人员介绍，所谓基本户，则是企业所开的第一个账户。

业内人士介绍，基本户每个公司只有一个，是功能最全的账户，可以取现、转账、托收等。

“信托的募集归集户，是不能放到基本户里的。 ”一位北方地区信托公司的信托经理说，“一般都是信托公司开一个一般户，作为信托财产专户。 一般户不能随便提现。 ”

“很有问题，自有业务应该跟信托业务分开。 ”某第三方理财经理表示，“基本户的资金转移可以说没有限制。 ”

由此看来，雪野信托以其公司的基本户来接受客户的募集资金，其用意如何，值得怀疑。 小张告诉记者，这样募集来的钱，被挪用的风险极大。

通航1号已募集部分资金 类信托模式或成“吸金黑洞”

推介材料显示，通航1号的投资门槛为人民币100万元，100-300万元的认购规模，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2%，收益按季发放。

“这一收益率水平较高，正常信托产品是10%左右，一般是一年支付一次利息，半年的都比较少。 ” 小张说，“所以雪野信托正是以这些来吸引客户。 ”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雪野

信托客服，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通航1号募集顺利，已经募集到部分资金。

这意味着，已经有投资者的钱，进入这一尚存疑点的信托模式产品。

雪野信托的募资方式和不久前本报记者所报道的一家有限合伙基金———融晶基金的募资方式类似，同样是采用信托模式，且以高息、按季度支付来诱人，而融晶基金的产品已经

出现违约，数千万元的客户资金在艰难讨回的过程中。

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信托规模接近11万亿元，而在2006年年底，信托业资产规模只有3500亿元。数年之内，信托业就发展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资

产管理产业。 业内人士认为，信托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的背后，是认可信托产品模式的高净值客户越来越多，而觊觎信托蛋糕的机构也越来越多，这是无牌信托大规模出现的深层原

因。

而一些企业“钻” 制度的“空子” 则成为“导火索” 。 据悉，2013年3月，深圳市在前海探索和实施商事登记改革，试行“先注册后经营” ，许多公司先注册了但不去申请相关牌

照，然而却开始经营。 2013年11月28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在其官网公布企业登记前置行政审批事项目录，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信托公司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必须先从银

监会获取《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 今年2月28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及时对这些假信托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使得其非法募资行为能够得以曝光。

记者采访的多家金融机构认为，不管环境多么开放，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放松，否则非法募资的行为将层出不穷。“对金融机构必须采取牌照式管理。 ”北方地区一位信托副

总经理表示。 诺亚财富有关人士认为，目前我国的分业监管形式很多时候已经不能满足客户需要混业服务的新形式。 但“监管”和“创新”永远是“双生子” ，监管必须要跟上市场。

如果法律惩治有漏洞，行业就很难有真正的自律。

除了“无证信托” ，采用类信托模式的还有大量灰色私募基金。 自2013年底，多家未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公司被曝光，其产品逾期不能兑付、老板卷款“失踪” 等情况频频

出现，导致投资者惨遭损失。 例如，1月初，北京融典投资被曝光3只基金产品逾期未兑付，2月底，深圳融晶基金的产品也被本报报道已出现违约，与此同时，深圳中欧温顿基金被曝

光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失踪” ，涉及2000多客户的4亿多资产。这些基金仅仅在工商局注册，而没有按照《基金法》要求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或备案。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金融体系

泡沫的不断增大和经济下滑的危险，这些风险较大的信托模式的产品或将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33家公司办理金融许可证或变更名称和业务范围，表明对于灰色金融机构的监管正在加强。 在基金行业也是如此，根据新

修订的《基金法》及中国证监会授权，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须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其管理的私募基金须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基金” 或

者“基金管理” 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与此同时，2月7日，基金业协会也开放私募登记备案系统。有业内人士表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如发现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涉嫌违法违规情况的，可以向基金业协会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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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协商一致，自2014

年3月6日起， 本公司旗下的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000541）增加财通证券为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在财通证券的网上交易系统及营业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等业

务。（如有变化请以财通证券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8880（免长途费）、010-58573300

公司网址：www.hsfund.com

2、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336（浙江）,40086-96336（全国）

网址：www.ctsec.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

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收益。投资有

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11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人股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4年3月5日收到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 ）通

知获悉：海王集团因业务需要，于2014年3月4日办理了其所持公司法人股的

解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质押情况

海王集团原质押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以下简称

“建行深圳分行” ） 的4,500万股法人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15%） 已于

2014年3月4日解除质押。 有关海王集团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质押予建行深圳

分行的情况，请参见公司2011年8月27日和2012年4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质押情况

因业务需要海王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4,500万股法人股 （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6.15%）再次质押予建行深圳分行，为海王集团在建行深圳分行申请

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为人民币肆亿壹仟万元整。

上述质押已于2014年3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2014年3月4日起至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止。

三、截止本公告日海王集团持有本公司法人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王集团共持有本公司180,455,603股法人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4.6620%， 其中180,450,000股存在质押，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613%。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警惕高收益背后陷阱

□

李沐

近来，市场风险事件层出不穷。据报道，宣称从

事

P2P

业务的深圳中欧温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总经理被曝“失踪”，包括自身员工在内的上

千名投资者

4

亿多资金可能血本无归。 继中商财富

的融典产品违约之后，深圳融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再现产品违约事件，其两只产品一只

多期利息未付，一只则到期不见分文。 目前又曝出

深圳

33

家“无牌”信托公司涉嫌违规经营，部分已经

对外进行虚假宣传并募集资金，造成的损失尚无法

估量……

这样充满“陷阱”的故事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发生，不管变换了怎样的表象，其本质都是一样：

投资者中了高收益的诱饵， 对潜在的投资风险选

择性地忽略， 资金管理者在监管不足的环境下引

发道德风险。 即使在金融监管十分发达的欧美市

场，这样的故事也并未绝迹。 究其原因，则在于部

分投资者贪图高收益， 而不法之徒则为了巨额利

益铤而走险。 人性中的贪婪注定了这样的故事永

无止息。

自

2005

年以来，我国居民财富大幅增长，闲置资

金的投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这直接促成以信托业

为代表的财富管理行业的井喷式增长。 在利率市场

化和金融创新的大趋势下， 居民在投资中逐步养成

寻求高收益的习惯，各类财富管理产品纷纷涌现。我

国金融机构只能从事其相应获得允许的业务种类；

对于非金融机构，作为一般的企业法人，法律没有禁

止的行为即是可行， 从而在金融监管之外的非金融

机构实际开展各类投资理财业务， 成为了不法之徒

的可乘之机。

风险事件层出不穷的

P2P

借贷公司及有限合

伙基金，就是这样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实际

从事金融业务却又不限制的非金融机构，只要不

违法，甚至是只要不“出事”，就不会引发关注或

怀疑。 从整体来看，并不是所有的

P2P

借贷公司和

有限合伙基金都存在问题，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它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的有效组

成部分。 通过有效的调查甄别，即便是在市场并

不太健全的现在，它们也可以为投资者带来与其

风险相匹配的收益，成为“金融理财超市”的可选

货架。

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决策的非理性。在我

国，私人财富管理行业实际上只存在十几年，投

资者教育严重不足。 多数投资者甚至还没有健

全的投资理念，对于“风险自担”、“风险收益匹

配”、“道德风险”这些最基本的投资理念尚没有

充分的认识。 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往往是出于对

推荐者的信任， 甚至在没有详细阅读相关文件

的情况下就已经做出了投资决策， 这是非常危

险的行为。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 投资者

自身往往是在他人的推介下认购理财产品， 一方

面他们自己对市场上的各种产品了解不多， 无法

做出比较识别； 另一方面推介者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会做出误导投资者的行为， 这样的从业者事实

上不少。我们希望各金融机构能够加强监管，在督

促业务人员完成业务指标的同时， 也能够设定操

作规范，这在国外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更重

要的是， 希望更多投资人能够养成事前审核的习

惯，以及“风险自担”的意识。 通过多种途径，增加

对所投产品的了解，咨询专业人士意见，独立做出

判断； 同时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形成自己对金融

市场、风险和投资工具的理解，建立可供咨询的专

业人士人脉。

事实上，很多最终引发风险事件的产品和公

司， 如一些

P2P

借贷和有限合伙基金， 一开始就

已经是漏洞百出，完全有办法可以在事前做出鉴

别。 首先，要对运营主体进行审核，了解其背景、

实力和历史业绩，要求提供公司证照的复印件并

留档；其次，详细阅读相关文件，对其中有关投

资方向、运营管理、风险防范等内容进行详细问

询并发现其中可能的疑点，特别是对于风险防控

措施，要求提供详细的文件进行佐证，比如物业

抵押，除抵押合同外，还要查阅是否已办他项权

证，甚至是在房管局网站查询该次抵押信息是否

是办理； 其次， 尽可能咨询多个专业人士意见，

听取他们的见解，并相互比较，最终形成自己的

判断，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自己对于各

种投资产品的理解。

对于存在于监管之外的金融创新， 如

P2P

借

贷与有限合伙基金，监管部门已经逐步推出相应

举措健全市场， 打击违法行为， 维护投资者利

益。 但更重要的是投资者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能够做好充足的

调研，尽量咨询更多的专业人士，不要被高收益

和花言巧语所蒙蔽，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经营自

己的财富。

无牌“雪野信托” 狂野融资 资金投向涉嫌违规

□本报记者 曹乘瑜

2014年2月，春节刚过的深圳已经有些热，第三方理财机构的理财

经理小张（化名）接到老客户老王（化名）的电话，请他帮忙看看一只名

叫“雪野信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航1号）” 产品是否值得投资。 该信

托计划资金投向通用航空领域，承诺的收益率很高，这让老王颇为心动，

因为低空领域的政策确实正在开放。然而，“雪野信托” 却让小张感到奇

怪，做了两年多的理财经理，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当下他便在电话中

劝老王放弃这个产品。

无独有偶。两周后，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同行从微信上传来的一条

消息：“深圳的客户朋友请注意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款叫做【雪野信托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航1号）】的信托产品，年化收益率达到12.5%，

但是经查询中国银监会网站并无此信托公司获得金融许可证……”

很快，2月28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一则通知，称33家名

称中带有“信托” 二字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获得《金融从业经营许可

证》，要求这些“信托” 在3月7日之前，要么办理《金融许可证》，要么变更

名称和经营范围登记。 而33家“无牌” 信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深圳雪野

信托有限公司”（简称“雪野信托” ）。 中国证券报记者和小张仔细阅读通

航1号的资料，并查阅雪野信托各种资料，这才发现雪野信托问题多多。

通航1号发行有蹊跷 “雪野信托”无证经营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从表面上来看，通

航1号的推介材料毫无瑕疵，其写法完全按照

信托产品的产品简介书模式，如假包换。然而

如果是业内专业人士，则会看出蹊跷。

通航1号的资料显示， 信托资金用于向

中国雪野通用航空控股集团（简称“雪野集

团” ）发放信托贷款，雪野集团将融资资金2

亿元用于子公司山东雪野通用飞机交易中

心，预计购买100架各种机型；2亿元用于山

东雪野天翼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雪野直升

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2亿元用于山东齐翔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航空产业园的建设、支

付工程款、采购原材料、采购设备等。

“雪野信托”为“雪野集团”募资？这不

禁让人怀疑， 二者是否有关联关系。 根据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计划，不

得将信托资金直接或间接运用于信托公司

的股东及其关联人。信托资金全部来源于股

东或其关联人的除外。

记者稍作查询，便发现雪野信托与雪野集

团的联系。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的信息显示，雪

野信托有两名股东：其一是刘茹萍，另一名是

“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 ； 而雪

野集团的官网显示，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

有限公司为雪野集团的6家控股子公司之一。

很明显，通航1号是集合信托计划，而且正在向

社会募资，资金来源不是全部来源于山东雪野

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和雪野集团。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到了雪野信托的

网站， 只见首页上八个大字写着 “雪野信

托，可信可托” 。 网站制作精良，其中不仅有

对雪野信托的介绍，甚至在投资者教育部分

也非常用心———设置了“信托讲堂” ，详细

介绍信托业相关的10个法律法规，包括《信

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管理办法》等细则。

这与其被点名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形成

强烈的对比。 责令改正通知书显示，雪野信

托和32家信托，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在名称或经营范围中使用了“信

托” 字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十九条，《信托公司

管理办法》第七条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第九条的规定。

这意味着雪野信托并未获得金融许可

证。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设立信

托公司，应当经银监会批准并领取金融许可

证。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

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

“信托公司”字样。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 银监会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显示，深圳目

前仅有两家信托公司———华润深国投和平

安信托，分别获批于1984年和1996年，而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资料显示，雪野公司

的成立时间是2013年8月21日。

资料显示，成立后没有多长时间，雪野

信托已经开始发行产品。 通航1号的推介材

料显示，其推介期从2013年已开始，总规模

不超过6亿元，分期发行。本期规模不低于人

民币6亿元（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在受托

人介绍一栏中，第一句写着“深圳雪野信托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金融信托业务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 。

CFP图片

通航1号已募集部分资金 类信托模式或成“吸金黑洞”

推介材料显示， 通航1号的投资门槛为

人民币100万元，100-300万元的认购规模，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2%，收益按季发放。

“这一收益率水平较高，正常信托产品

是10%左右， 一般是一年支付一次利息，半

年的都比较少。”小张说，“所以雪野信托正

是以这些来吸引客户。 ”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

致电雪野信托客服，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通航1号募集顺利，已经募集到部分

资金。

这意味着，已经有投资者的钱，进入这

一尚存疑点的信托模式产品。

雪野信托的募资方式和不久前本报记

者所报道的一家有限合伙基金———融晶基

金的募资方式类似， 同样是采用信托模式，

且以高息、按季度支付来诱人，而融晶基金

的产品已经出现违约，数千万元的客户资金

在艰难讨回的过程中。

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3年底， 信托规模接近11万亿元， 而在

2006年年底， 信托业资产规模只有3500亿

元。 数年之内，信托业就发展成为仅次于银

行业的第二大资产管理产业。 业内人士认

为，信托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的背后，是认可

信托产品模式的高净值客户越来越多，而

觊觎信托蛋糕的机构也越来越多， 这是无

牌信托大规模出现的深层原因。

而一些企业“钻” 制度的“空子” 则成

为“导火索” 。 据悉，2013年3月，深圳市在

前海探索和实施商事登记改革，试行“先注

册后经营” ，许多公司先注册了但不去申请

相关牌照，然而却开始经营。2013年11月28

日，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在其官网公布企业

登记前置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要求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 包括信托公司在内的其他金

融机构，必须先从银监会获取《金融机构法

人许可证》。今年2月28日，深圳市市场监管

局及时对这些假信托发出责令改正通知，

使得其非法募资行为能够得以曝光。

记者采访的多家金融机构认为，不管环

境多么开放， 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放

松，否则非法募资的行为将层出不穷。 “对

金融机构必须采取牌照式管理。 ”北方地区

一位信托副总经理表示。诺亚财富有关人士

认为，目前我国的分业监管形式很多时候已

经不能满足客户需要混业服务的新形式。

但“监管” 和“创新” 永远是“双生子” ，监

管必须要跟上市场。 如果法律惩治有漏洞，

行业就很难有真正的自律。

除了“无证信托” ，采用类信托模式的

还有大量灰色私募基金。 自2013年底，多家

未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公司被曝光，

其产品逾期不能兑付、老板卷款“失踪” 等

情况频频出现， 导致投资者惨遭损失。 例

如，1月初，北京融典投资被曝光3只基金产

品逾期未兑付，2月底， 深圳融晶基金的产

品也被本报报道已出现违约，与此同时，深

圳中欧温顿基金被曝光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失踪” ，涉及2000多客户的4亿多资产。这

些基金仅仅在工商局注册，而没有按照《基

金法》要求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或备案。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金融体系泡沫的不断

增大和经济下滑的危险， 这些风险较大的

信托模式的产品或将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

米诺骨牌。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责令33家公司办理金融许可证

或变更名称和业务范围，表明对于灰色金融

机构的监管正在加强。 在基金行业也是如

此，根据新修订的《基金法》及中国证监会

授权，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须在基金业协会

进行登记，其管理的私募基金须在基金业协

会进行备案，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使用“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 字样或

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与此同时，2

月7日， 基金业协会也开放私募登记备案系

统。 有业内人士表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如

发现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涉嫌违法违规情况的，可以向基金业协会投

诉举报。

疑为股东融资 基本户募资可随时提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发现，雪野集团还

成立另外的融资公司，为通航1号募集产品。

除了雪野信托，还有“深圳金雪野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金雪野基

金” ）、“深圳雪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 “雪野股权基金” ）。

可以说，PE、第三方理财、信托等各类金融

机构，雪野集团都已占全。其中，金雪野基金

的法定代表人是雪野信托的股东之一，而雪

野PE的股东之一是 “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

维修有限公司” 。

其中， 金雪野信托似乎也在销售通航1

号。 在赶集网上，甚至可以搜到，注册名为

“雪野基金” 的商家，销售名为“通用航空

一号基金” 的产品，定投项目为“山东雪野

直升机组装维修有限公司相关项目” ，受托

机构为 “深圳金雪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单此处的募集规模为2亿人民币，

分四期募集，一期5000万元人民币。

深圳一家第三方理财机构分析认为，新

成立的雪野信托有极大的嫌疑，就是在为其

股东雪野集团融资，而雪野集团的融资或许

出现了问题。

据媒体报道，自2009年开始，莱芜市举

办“首届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简称航空

体育节），并连续举办3年，火红一时。 当地

还借助航空体育节， 规划建设总面积3500

亩的山东雪野航空产业园， 并成立 “中国

（雪野）通用飞机交易中心” 。

这一飞机交易中心，正是由山东天祥航

空运动俱乐部和山东雪野直升机组装维修有

限公司携手山东天祥航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运营。 前二者均为雪野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然而，据媒体报道，该交易中心较为冷清。

在标有“中国(雪野)通用飞机交易中心”等字

样的展厅内，承租公司负责人透露，其每年的

租赁费用为130多万元。但2013年一年，该公

司仅仅销售小飞机8架。 一架小飞机销售额

200万—400万元左右。 而莱芜2012年、2013

年的航空体育节并没有如期举办， 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资金不足问题是

航空体育节停办的因素之一。

然而， 通航1号的推介材料显示，在

2013年7月，“放飞梦想雪野起航———中国

(雪野)� 通用飞机交易中心” 举行揭牌签约

仪式，当天即签约售出18架各式直升机和轻

型飞机，交易金额达6000多万元。

为了求证是否为雪野集团融资，记者联

系了雪野信托，然而工作人员表示，雪野信

托的相关负责人均已经外出。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实际上，通航1号

还另有可疑之处。 推介材料显示，该产品的

信托财产专户开户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八卦岭支行， 账户号为7666� 6159�

1587，记者以投资者查询信托账户的名义致

电八卦岭支行， 被告知这一账户是 “基本

户” 。 工作人员介绍，所谓基本户，则是企业

所开的第一个账户。

业内人士介绍，基本户每个公司只有一

个，是功能最全的账户，可以取现、转账、托

收等。

“信托的募集归集户， 是不能放到基本

户里的。 ”一位北方地区信托公司的信托经

理说，“一般都是信托公司开一个一般户，作

为信托财产专户。 一般户不能随便提现。 ”

“很有问题，自有业务应该跟信托业务

分开。”某第三方理财经理表示，“基本户的

资金转移可以说没有限制。 ”

由此看来，雪野信托以其公司的基本户

来接受客户的募集资金，其用意如何，值得

怀疑。小张告诉记者，这样募集来的钱，被挪

用的风险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