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商银行理财产品运作情况报告（2020 年 6 月） 

尊敬的客户：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我行理财产品运作情况如下： 

   第一部分：6 月份我行未到期理财产品运作情况 

6 月末，我行尚在存续期的理财产品（不含定制理财产品、净值型理财产品）共 30 款，报告期内所有产品的资金投向和投资比例均符合产品说

明书的约定，并委托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管理理财资金及所投资的资产，所投资资产未发生影响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风险

事件，产品运作正常，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1。 

2020 年 6 月末我行存续理财产品（30 款） 

序号 产品系列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周期）

起始日 

理财（周期）

结束日 

投资情况 

现金及货

币市场工

具 

债券类 债权类 
权益类

及其它 

1 天天增金 “浙银财富-天天增金”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5/5/26 2022/5/26 1.86% 98.14% - - 

2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41天型 2017/8/21 2067/8/21 70.14% 20.95% 8.91% - 

3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0天型 2016/3/30 2066/3/30 32.24% 1.40% 66.37% - 

4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2天型 2016/4/27 2066/4/27 23.58% 16.65% 59.77% - 

5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7天型 2016/4/6 2066/4/6 31.78% 17.66% 50.56% - 

6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5天型 2016/3/30 2066/3/30 0.17% 3.41% 96.42% - 

7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3天型 2016/3/30 2066/3/30 18.18% 1.73% 80.09% - 

8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5天型 2016/4/6 2066/4/6 29.31% 22.01% 48.68% - 

9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92天型 2016/4/27 2066/4/27 42.40% 8.65% 48.95% - 

10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41天型 2017/8/7 2067/8/7 36.95% 3.91% 36.19% 22.95% 

11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0天型 2016/3/30 2066/3/30 20.55% 78.92% 0.53% - 

12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2天型 2016/4/27 2066/4/27 10.40% 20.11% 40.75% 28.74% 

13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7天型 2016/4/6 2066/4/6 6.89% 15.47% 57.38% 20.27% 

14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5天型 2016/3/30 2066/3/30 13.31% - 73.20% 13.49% 

15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3天型 2016/3/30 2066/3/30 25.44% 27.63% 43.98% 2.95% 

16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5天型 2016/4/6 2066/4/6 7.35% 31.10% 33.09% 28.46% 

17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92天型 2016/4/27 2066/4/27 6.60% 17.88% 51.14% 24.38% 

18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3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0天型 2016/3/31 2066/3/31 6.67% 20.51% 50.64% 22.18% 

19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3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5天型 2016/3/31 2066/3/31 0.51% 4.63% 70.46% 24.40% 

20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3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3天型 2016/3/31 2066/3/31 21.24% 0.18% 70.39% 8.18% 

21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3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5天型 2016/4/25 2066/4/25 24.36% - 75.64% - 

22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3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90天型 2016/3/31 2066/3/31 5.13% 2.28% 77.40% 15.19% 

23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5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0天型 2016/9/21 2066/9/21 22.38% 20.26% 48.51% 8.85% 

24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5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2天型 2016/8/10 2066/8/10 14.12% 17.94% 59.76% 8.18% 

25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5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7天型 2016/12/1 2066/12/1 8.16% 5.84% 75.98% 10.02% 

26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5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5天型 2016/6/1 2066/6/1 0.07% 27.86% 66.98% 5.09% 

27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5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5天型 2016/8/10 2066/8/10 4.65% 17.53% 48.49% 29.34% 

28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5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92天型 2016/6/29 2066/6/29 7.26% 23.79% 41.74% 27.21% 



29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7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89天型 2017/12/26 2067/12/26 1.73% 42.85% 53.93% 1.49% 

30 永乐 浙商银行永乐 7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4天型 2017/12/26 2067/12/26 28.67% - 71.33% - 

         
第二部分：6月份到期理财产品运行情况 

    已到期产品在整个存续期间运行正常，投资范围符合产品说明书约定，并已正常向投资者分配收益。 

 

 

 

 

 

 

 

 

 

 

 

 

 

 

 

 

 

 

 

 

 

 

 

 

 

 

 

 

 

 

 

 

 

 

 

 

 

 

 

 

 

 

 

 

 

 

 

 

 

 

 

 

 

 

 

 

 

 



6 月份非标资产披露信息 

序号 融资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剩余 

期限 

到期收益 

分配 
交易结构 

1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西藏信托—物产鑫众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3 信托贷款 

2 深圳市国联通安实业有限公司 红塔资产展恒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3 张敏 
博时资本方正电机 1 号股票收益权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4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川信-西藏莱美股权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5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吴优胜浙银华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6 新余京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银河汇通 6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7 

浙江湖州环太湖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兴

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浙银汇智财富 2 号股权投资基金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8 

王军、杨武、黄中文、王青宗、沈振华、

王培勇、娄雨雷、郭露西、叶鹏、陈永、

余庆、郎琳、乔少峰 

浙银汇智财富 3 号股权投资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9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新东吴优胜浙银铁汉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0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信托-理成南都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1 同华控股有限公司 伯乐同华股权投资契约型基金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2 浙江省基础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智财富 6 号股权投资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3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新东吴优胜浙银铁汉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4 
深圳市新凯安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安信乾盛东营汇广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5 
深圳市新凯安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安信乾盛东营广泽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6 
上海盛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泉实业有

限公司 
汇智财富 8 号股权投资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7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浙商兰州 1 期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8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金鹰粤通 119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9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钜鑫 2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0 
上海盛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泉实业有

限公司 
汇智财富 8 号股权投资基金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 邱亚夫 
渤海信托-如意 1号股票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

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2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国浙北 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37 期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3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银汇智财富 4 号股权投资基金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4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 
五矿信托-大湖股份股票收益权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5 上海中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中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 

湖南省安乡县人民医院项目公司、云南省

河口县人民医院项目公司、云南省施甸县

人民医院项目公司 

长城嘉信钜鑫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7 上海中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中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A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8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信托-精功集团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29 郭景松 红塔资产星辰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月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30 

北京合聚天建投资中心、宁波信达风盛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汇同创（北

京）投资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西溪 710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31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嘉信微晶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32 大英县永乐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华福浙商 2016-00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33 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星辰 4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合同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34 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大名城定增】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35 武威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博览有限公司 中欧盛世浙商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36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前海金鹰粤通 17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37 曾少强、曾少彬、曾少贵 招财兴宝单一资金信托 3 期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38 

包头吉泰稀土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天

石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玺骏

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拓力拓科技有

限公司、包头市三隆稀有金属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包头科泰高技术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包头市拓又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金山磁材有限公司、包头市宏博特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金蒙汇磁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包头市科锐微磁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有限

公司、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包头

鑫普新材料有限公司 

富诚海富通安盛浙商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39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华福浙商 2015-00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40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华福浙商 2015-00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C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41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42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前海金鹰粤通 17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43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信托科闻 1 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44 江苏毅达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浙银 1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45 启天控股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前海再保险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46 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西溪 713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47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48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和邦生物平层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49 深圳市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华弘 1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50 安阳高晶铝材有限公司 
前海金鹰粤通 5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51 天津嘉颐实业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星辰 6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52 北京汇医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汇医 1 号基金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53 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前海金鹰粤通 127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54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伯乐 1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合同 A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55 
河南省金利福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利

福钻石有限公司 

银河汇达 4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56 陈略 国民信托-股票质押项目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57 

重庆博奥新景医学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保

税港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多哚新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重庆爱奇艺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天骄航空动力有限公司、重庆神华薄膜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鑫景特种玻璃有

限公司 

国泓资产-佳行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58 王国安 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托计划信托合同 

59 
张家港保税区京蓝智享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汇智京蓝科技 1 号基金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60 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汇智京蓝科技 2 号基金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61 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汇智京蓝科技 3 号私募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62 杭州志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前海金鹰粤通 127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D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63 杭州五湖投资合伙（有限合伙） 前海金鹰粤通 127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E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64 兰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浙商兰州 1期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65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银汇智财富 5 号股权投资私募基金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66 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富时浙商银行风顺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67 广东猪兼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浙银 2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68 莒县明聚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浙泰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69 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 苏信理财-价值创富 J1607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70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3

期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71 
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陕国投-浙商 1 号单一资金信托（第 2 期）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72 
杨树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汇智长江润发 1 号基金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73 
杨树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汇智长江润发 2 号私募基金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74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4

期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75 任军 西藏信托-【顺景 4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76 曹蕾 西藏信托-【顺景 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77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浙商 9 号定向资管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78 陈略 国民信托-股票质押项目单一资金信托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79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万通 8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合同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80 河南省豫南高速投资有限公司 豫南高速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81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浙商 9 号定向资管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82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星辰 16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合同 
存续中 按季支付 1.7.6 收/受益权 

83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顺景 40号单一资金信托资金信托

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84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浙地 1 号私募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85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浙泰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86 刁建敏 前海金鹰粤通 127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G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87 盛春林 前海金鹰粤通 17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C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88 腾邦集团有限公司 
粤财信托-科闻 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

托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89 浙江省基础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智财富 6 号股权投资基金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90 河南省国控保障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国控保障房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约定时

点付息还

本 

1.7.3 信托贷款 

91 山东地矿租赁有限公司 网信证券信富 18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92 杭州你好世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93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94 

内蒙古宜龙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玺骏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天

隆永磁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包头海亮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包头长荣电池制造有

限公司、包头市启科机电有限公司、包头

市神头稀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拓

力拓科技有限公司、包头市科锐微磁新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鑫业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包头天和磁材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包头瑞诺精涂新材料有限公司 

富诚海富通安盛浙商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C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95 广东猪兼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浙银 2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96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A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97 乌力吉 浙商 4 号定向资管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B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98 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浙商银行 1期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99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万通 17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00 上海金心置业有限公司 汇智财富 10号股权投资私募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01 黄伟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1

期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102 贵州恒丰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前海金鹰粤通 17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03 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汇智京蓝科技 4 号基金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04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资产新世界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05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均胜 2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06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万通 16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07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宏商金融投资项目 1602期信托 A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08 浙江通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5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09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万通 17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10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2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11 宁波市镇海明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科闻镇投明海建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12 杨再飞 浙金-浙商 10号定向资管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113 陈湧锐 
长城证券-浙城杭州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114 宁波市镇海明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科闻镇投明海建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15 
上海智瑧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爱尚鲜花股份有限公司 
汇同 2 号私募基金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16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2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LH2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17 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浙万一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18 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浙金-浙富 4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19 陈倩盈 瑞阳 2016-2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20 冯全宏 华能信托甬诚 10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2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21 浙江唯见科技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黄浦 2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22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星辰 38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合同 A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123 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光大信托浙商方正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单一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限合伙） 资金信托 准化债权类投资 

124 王贤民 
光大信托浙商方正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单一

资金信托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125 武汉长峰盛世投资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资产北大未名股权投资结构化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26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资产北大未名股权投资结构化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27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83 号单一资金信托-1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28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84 号单一资金信托-1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29 上海青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元证券浙盈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30 陈良华、赵文权、吴铁、许志平、孙陶然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82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31 陈良华、赵文权、吴铁、许志平、孙陶然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85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32 武汉汇格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浙信 10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33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陈

柏林、赵玉超） 
前海开源资产浙源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34 杭州艮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向信托-【玉泉 206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35 杭州东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向信托-【玉泉 207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36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5

期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37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西溪 72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38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千石资本-浙商银行鑫宝 66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139 和谐并购安尚私募投资基金 浙金-木林森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40 
萍乡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万向信托-【泽诺 5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141 上海青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向信托-泽诺 2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42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BX3LH）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43 佛山星期六管理咨询企业 浙金-天目 4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一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44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星辰 3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45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爱建信托欣欣 7 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

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46 佛山星期六管理咨询企业 浙金-天目 4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二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47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开源浙银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48 浙江省基础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智财富 6 号股权投资基金 C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49 广州市优娜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浙商兰州 1期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50 广东猪兼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浙银 2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51 
龙德置地有限公司、北京龙德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恒宇 4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二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52 
龙德置地有限公司、北京龙德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恒宇 4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一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53 方壮壮 
万向信托-星辰 52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54 

四川中隆兴创实业有限公司、四川中盛华

美实业有限公司、成都中润仁捷实业有限

公司 

中铁信托-睿智优选 1期集合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155 金华华科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黄浦 2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56 大连普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大连普湾流动资金贷款单一资金

信托（八期）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57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宏商金融投资项目 1603 期信托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58 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陆家嘴信托-创新城市发展基金 20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59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宏商金融投资项目 1701期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60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十二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1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十三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2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十一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3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三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4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一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5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八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6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二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7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六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8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七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69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五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70 

沈冬良、杨刚、陈彬、张毅、张秀飞、刘

志刚、朱小华、刘小平、赵小华、马媛媛、

唐怀宇、沈寓琦、周颖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四部分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71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兴翰资管-兴展 55号单一客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172 孙锋峰、倪永华、孙华群 渤海信托-金固股份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73 

深圳量子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昆

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快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二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74 

深圳量子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昆

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快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四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75 

深圳量子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昆

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快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三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76 

深圳量子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昆

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量子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快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一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77 深圳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金-汇融 1号定向资管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11 其他非标

准化债权类投资 

178 
武汉法斯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景域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9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79 
武汉法斯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景域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9号单一资金信托 2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80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CS5LH）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81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CS5C）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82 杭州恒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83 杭州恒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13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84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云信富春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85 辽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汇达 12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86 北京京翰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盛景 11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8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博宏川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浙金汇富 12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88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华毅尚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万向信托-西溪 63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89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CS6LH）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90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CS7LH）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91 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10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第二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92 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10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第一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93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QC1LH）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94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CS9LH）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195 西安国际陆港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长安金【浙商 5 号西安陆港体育产业基金】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96 安徽天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泽诺 1 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197 零跑汽车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C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98 零跑汽车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黄浦 2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199 浙江省基础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智财富 6 号股权投资基金 D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00 钟百胜 
万向信托-【万通 21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01 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爱建信托欣欣 9 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

资金信托 A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02 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爱建信托欣欣 10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

资金信托 A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03 富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7 号单一资金信托第一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04 富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7 号单一资金信托第二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05 富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7 号单一资金信托第三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06 银帝集团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西溪 748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207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WX1LH）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08 
鹏起万里产融（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云信智兴 2017-2036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09 
武汉法斯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景域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9号单一资金信托 3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0 江苏毅达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浙银 1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11 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8

期第一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212 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8

期第二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3 
深圳慧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汕头市微补

植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易方达资产浙安 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4 杭州博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申万宏源浙商泰禾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5 深圳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深国投信托增利 42 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6 北京星合通达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浙商兰州 4 期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7 

北京裕和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天熙裕和医院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希

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四川蓝海康骨投资

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9

期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18 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金华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19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PV投资项目 
中原信托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贷款项目单

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3 信托贷款 

220 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陆家嘴信托-创新城市发展基金 25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21 霍尔果斯易见区块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云信智兴 2017-133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22 杭州振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河汇达 7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2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增润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22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增盈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225 浙江申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18号单一资金信托 A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226 
武汉法斯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景域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天目 9号单一资金信托 4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27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万松 1 号资产证券化财产权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28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东证融汇明珠 44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6 收/受益权 

229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万松 1 号资产证券化财产权信托优

先 B 级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30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信托万象 2017 年第 6 期资产支持信托

（财产权）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31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容铨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TM5CJ）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32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容铨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WX4lh）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233 中来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34 长城润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玖富 66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35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建信托龙井 2 号上海能观事务管理单一资

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36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爱建信托欣欣 14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

资金信托 A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37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瑞新 9 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38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爱建信托欣欣 15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39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资产新世界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40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中利定增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存续中 利随本清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41 靖江市城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靖江市鼎新工业集中区产业私募基金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42 江苏金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苏通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43 北京启创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44 江苏毅达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陕国投-浙商资管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45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陕国投之江新实业股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46 协同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光大信托浙融 2 号财产权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6 收/受益权 

247 济南穆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49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48 济南穆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49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49 深圳市泓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49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0 深圳市泓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49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1 深圳市泓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49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B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2 深圳市优翊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49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3 深圳市优翊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49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A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4 深圳市优翊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50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5 广州市特盈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50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6 深圳市金蚁云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51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每季一次 1.7.6 收/受益权 

257 广州市特盈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51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8 应收账款 

258 深圳市金蚁云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铂锭 51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6 收/受益权 

259 浙江恒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三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4 委托贷款 

260 浙江恒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二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4 委托贷款 

261 浙江恒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商银行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

一部分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4 委托贷款 

262 喀什星河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浙银杭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第7

期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3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星辰 65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4 商南金牛工贸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21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5 金诺（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鹏城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6 深圳鑫大通资本有限公司 国民信托-大通新世纪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存续中 按季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7 杭州振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河汇达 7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存续中 按年付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8 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中融宝晟-晟世融安 3号基金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269 杭州申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金汇富 18号单一资金信托 存续中 
按半年付

息 

1.7.9 带回购条款

的股权性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