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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远见

本报记者 张艳蕊

“有了天嘉湖，就能造世界”。想
当年，星耀集团董事长颜语大放豪言
时是何等的霸气。整个天津星耀五洲
项目的规划布局就是一个世界版图，
囊括世界所有洲陆板块，还有亚洲最
大滑雪场、七星级 360毅全水景豪华酒
店等奢华建筑。大凡看过规划图的业
内人士，均以“极为震惊”来表达当时
的感受。

成为天津地王不久，颜语为履行

合同，一个月内拿出 62.9亿元现金，
敲开了中信信托的大门。2007年 12
月，中信信托成立“昆明星耀特定资
产收益权投资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实际募集人民币资金 30 亿元。
自 2008年以来，星耀五洲项目已经历
经 4个信托。用一个新的信托融资所
获得的资金，来偿还上一个信托，成
为其惯用的做法。直至 2011年 11月
9日“华融-星耀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提前中止，关于天津星耀五洲资
金链困局的消息不胫而走。

颜语白手起家，早期在昆明卖过
米线，摆过地摊，后来接手了李嘉诚
旗下写字楼物业的装修工作，对房地
产产生了兴趣。就凭一身敢闯敢拼的
本事，最后成为拥有 100 亿元资产的
星耀集团掌门人。
“如果颜语不去天津拿地，现在

还是昆明的地产首富。”颜语曾经的
朋友这样评价。

可以说，星耀五洲的困境是中国
虚拟经济泡沫破灭的真实写照。

诚然，天津星耀五洲项目搭上了

虚拟经济的飞船，又随着这个泡沫而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诚然，天津星耀
五洲项目的管理上确实存在问题，但
是，我们不能否认，星耀五洲毕竟是
投资了一个实体项目，而且这个项目
曾为当地经济繁荣带来了多少光环
效应。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那些
已经购房，却还在苦苦等待的百姓们
无奈的眼神。

回归实体经济的企业如何着陆？这
是我们尤其是政府应该深思的问题。

日前，有业主爆料，昔日有天津
地王之称的天津星耀五洲在“第二
大洲”建设中遇到问题，目前已全
部停工。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07 年 12
月，中信信托成立“昆明星耀特定
资产收益权投资项目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实际募集人民币资金 30
亿元。自 2008 年以来，星耀五洲项
目已经历经 4 个信托。用一个新的
信托融资所获得的资金，来偿还上
一个信托，成为其惯用的做法。直
至 2011 年 11 月 9 日“华融-星耀项
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前中止。

而同时，星耀五洲的资金回笼
并未如预期顺利，公开资料显示，
2009 年销售金额为 18.8 亿元，但远
不足以偿还当年 33 亿借款本金和
13 亿借款利息。而 2010 年其销售
金额却下降到 9.85 亿元，到 2011
年上半年这一数据更是只有 1.19
亿元。

没有了信托基金，资金回笼不
利又遇中国房地产调控，天津星耀
五洲项目资金链断裂已经成为一
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双料地王曾经创造辉煌

2007 年 10 月 19 日，云南星耀
集团旗下的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
司以志在必得的势头，连续击败来
自京、沪、辽、豫等地的 5 家上市公
司，以 62.9 亿元的总价拿下天津津
南区八里台镇天嘉湖地块，成为当
年天津楼市单块成交面积和成交
总价的双料地王，也是当年全国成
交总价地王。知情人士透露，津南
区政府都没想到拍卖价会超出预
期近 20 亿元。

2008 年，星耀五洲项目一开
盘，就因其“世界级休闲平台，国际
性居住社区，全球化观光胜地”的
旅游地产概念等而成业界亮点，星
耀此项目不仅找到了资本合作方，
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由
于项目位于环渤海及海河下游环
形旅游经济带的中心，成为天津市
规划的八大休闲风景区之一，2008
年被列为天津市 20 大重点项目之
一。

于是，位于天津最南端的津南
成为滨海新区的一个热点，而位于
津南区最南端的星耀五洲也随之
炙手可热，当时的星耀五洲甚至成
为一个地标性建筑，由此开启了天
津市津南板块开发的热潮，政府因
为招商成功政绩卓著，企业因其敏
锐的投资眼光、独特的地产理念而
成功融资，并继续开发。
然而，从去年 10 月份以来，随

着近几年大量发行的房地产信托
兑付期的到来，不间断地使用高成
本融资、背负了四个大额信托计划
的星耀五洲项目，深陷此轮信托危
机漩涡中。有关破产的传闻纷纷扬
扬。

阳春三月现场仍在停工

天津天嘉湖“星耀五洲”项目是
星耀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星耀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该项目地
处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按照规
划，天津星耀五洲在尊重天嘉湖地
区生态自然条件的基础上，环湖设
计大小不一的五大洲板块，各板块
分别凸显亚洲和欧洲、北美洲、南
极洲、大洋洲、非洲的建筑特色、地
域文化、景观名胜和风土人情，并
以各具特色的桥梁予以连接，若建
成，将成为全球风情的微缩景观。
目前一期北美洲已建成并交

付，而计划 2011 年底陆续交付使用

的二期亚欧板块目前却并未如期
竣工。

3 月 2 日，记者来到了星耀五
洲地产所在地，在正在施工的二期
“欧亚”板块前，记者看到的是封闭
的工地围栏围住的已经矗立起来
的几栋楼，现场只有零星几个施工
的工人，但如不仔细看，就会被偌
大的工地所淹没。

在工地外的一处施工工人驻
地，记者看到 6、7 个工人正在悠闲
地晒太阳，经询问，这是负责楼外
墙保温的施工队，记者问为什么不
施工，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工人回
答：“接到通知不让我们施工，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施工……没时候。”

当记者问停工原因时，工人表
示是因为今年天气冷。

售楼员自相矛盾的回答

记者随后来到了售楼处，在这
里，记者看到，装饰堂皇的售楼中
心，只有零星几个看房人。一个售
楼员小伙子接待了以看房名义来
的记者，他详细向记者介绍了项
目，参观了所有户型的样板间之
后，又带记者到观景台看了正在施
工的二期项目，记者询问为何停工
了，他回答说是因为过年放假，记
者提醒他，今年过年早，他马上说
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又向记者
保证三月底肯定开工。而过后，记
者听到另一位女性售楼员在给另
外两位看房的先生保证：3 月 15 日
肯定开工。

两个售楼员彼此矛盾的回答让
人觉得目前开工无期。

在这里，记者还发现另外一个
奇怪现象，就是售楼员非常礼貌地
接待为数不多的看房者，耐心讲解
后，却不像其他售楼员那样催促买
房，甚至在记者不停讨价还价的同
时，售楼员也没有动员记者签单。

梦断“星耀”业主盼光明

售楼员的态度与开盘时形成鲜
明对比。

在二期建筑工地，记者见到一
位准业主。据他介绍，二期开盘时
正是房地产最火的时候，他的房子
就是那时买下的，按合同本应去年
12 月交房，但是，目前看仍然交房
无期。

据这位先生介绍，他住在临近
楼盘的天津大港区，当时就是看好

了这个小区的生态理念和生活环
境，这是他买下的唯一一套住房，
如今，他每隔几天就来工地看看，
希望能早些入住。对于二期项目，
他保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这么大
的项目，总会有人接盘，而且政府
不会不管，这是天津市的重点项
目，津南区政府为了支持这个项
目，把区政府办公楼都搬来了附
近。他同时表示，在现在房地产政
策下，二期之后估计就不会再建
了，星耀五洲只能是“星耀二洲”
了。

另一位向记者报料的郑先生是
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他买下这
里，正是为了退休后养老，如今，看
到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关于星耀资
金链出现问题，他很是担心自己的
养老钱打了水漂。

而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
人士介绍，当时为了支持这个重点
项目，天津津南区还曾经给区政府
公务员以 4 折的优惠价政策，很多
公务员也在星耀五洲买了房，想改
善居住条件或者投资，如今也被套
牢，又有苦说不出。

企业高管均已离开项目

记者试图与天津星耀投资有
限公司联系，但多方努力没有联系
上董事长和总经理谚语、谚勇兄
弟，于是记者拨通了星耀五洲集团
副总裁杨文枝的手机，在说明采访
问题后，杨文枝首先否认了天津星
耀资金链问题，他说资金链肯定是
没有问题的，接着，他又礼貌地表
示，他现在在国外，不便和记者多
聊，3 月 15 日回国后再联系，对于
记者要求采访公司其他人的请求，
他也礼貌地予以拒绝。

记者又拨通了另一个副总李鸿
良的手机，李副总一听是新闻记
者，马上说：“我在外地，不接受采
访，瞬间挂断电话。”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采访到当
天星耀的任何一位高管。

合作企业认为星耀管理混乱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与天津星
耀有过合作的企业高管向记者承
认，天津星耀的管理上一直很混
乱，人员流动快，而且索要回扣很
高。
“感觉这个公司的管理上随意

性很大，”一位一直与天津星耀项

目有合作的通讯公司管理人员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以前
接触过的开发商企业，一般前期部
的人员是固定的，一个项目结束后
才会换人，但天津星耀前期部一直
在换人，搞得我们工程施工很不顺
利。”

他同时向记者证实了目前已经
交工的一期电话报装率极低。

政府变脸星耀黯淡

虽然地处津南最南端，但天津星
耀曾经是津南区双料地王，又是天津
市重点工程，如今也已成为天津地标
性建筑。作为当年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当地政府又是如何看待此项目目
前面临的问题呢？
为此，记者专程来到坐落于星耀

五洲附近的天津市津南区区政府，在
区政府门口，记者看到了办公区围墙
内唯一一个广告牌：星耀五洲，爱你
很值得。

区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津南区目前实行新闻发言人
制，宣传部窦部长是新闻发言人，于
是记者又来到宣传部，区政府宣传部
工作人员倪政伟接待了记者。在听完
记者来意后，他谨慎地表示，目前没
有能直接与这个企业对口的部门，所
以区里对这个企业的现状不太了解。
这个项目位于八里台镇，也许镇政府
会了解一些，他表示他将会和镇里沟
通。

小倪同时向记者澄清了两点：第
一，星耀五洲项目早已不是地王，
2010年 4 月 28日，富力地产以 70.5
亿元成为津南区新地王。第二，津南
区政府并不是因为支持星耀五洲这
个项目而搬到附近，当时只是因为老
办公楼属于危楼，所以只好到这里借
址办公，现在办公楼已经建成，区政
府将迁回原址。

记者提出了几个问题：区政府对
于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会有哪些实质
性帮助？目前星耀五洲项目是否遇到
资金链问题而停产？是否向政府求
助？如果求助，区政府会有哪些实质
性的措施？

对此，小倪表示，因为区政府没
有部门直接对企业，同时，由于原区
长已经调离，这些问题他只能向领导
汇报后，一定会给记者一个明确答
复。

从 3 月 2 日至今，截至发稿，记
者仍未收到津南区政府的任何回
复。

天津昔日“地王”魂断资金链？

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后如何回归实体
潇芮

信托基金提前中止 资金回笼难如预期

应 2011年年底交工、目前仍停工的星耀五洲二期工地 本报记者 张艳蕊/摄

（上接第十一版）
“贵州醇酒厂的改制，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最现

实的选择”，黔西南州州长龙长春主持召开贵州醇酒厂改制工
作情况汇报会时说，一企业改制以后，有利于完善企业法人结
构，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职工增加收入，有利于职工
的就业。

州政府的思路是：对贵州醇的资产进行分类处置，把酒业
相关资产之外的资产负债划归贵州省国有企业；把酒业相关
资产打包，以债转股的形式引进投资者，解决改制资金。

据记者了解，贵州醇酒业相关资产主要包括 2万吨基酒
(其中包括2000吨酱香型白酒 )、1100亩手续完备的工业用地、
窖池、品牌，初步评估价值为 15亿元。而经初步估计，2000多
名职工的补偿安置费高达 10亿元。官方接受采访时公开表
示，最后海航董事会对 15亿元的评估价值不予认可，海航后
来报出的价格非常低，不足以支付改制中的职工安置费，贵州
醇所在地兴义市不接受。

在海航集团与贵州怀酒股权合作的签字仪式上，贵州省
委副书记王富玉公开称，海航集团收购贵州醇酒厂的有关事
宜，已经基本敲定。但是，最终被告吹。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维维豆奶早就向贵州醇
表明其竞购意向，但是由于实力不敌海航，因而从竞购队伍中
出局，当前海航退出竞购，为维维提供了重新洽谈竞购的机
会。”

记者获得的可靠消息是，早在2010年，绿地集团曾经前
往谈判，但最后无功而返。中粮集团也对贵州醇流露出兴趣，
但并未“修成正果”。

多个巨头都有意“喝下”贵州醇，过程颇费周章。

维维股份营业总收入中，仅酒类产品就
占据公司营收的“半壁江山”

作为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的老牌上市公司，维维集团主导
品牌“维维”牌豆奶粉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85%以上，先后
在济南、西安、武汉、珠海、徐州、无锡等地建设奶牛养殖基地
和乳品加工基地，目前涉足食品、医药、物流、国际贸易、化工、
矿业、农业资源、房地产等产业。

2000年 6月，维维股份借助豆奶饮料主打产品在国内 A
股市场上市，一举募集资金近 10亿元。维维集团旗下的维维
股份公司正式踏入白酒行业是在 2006年，在维维的企业版图
中，白酒是一个和豆奶业“并驾齐驱的支柱”。

2006年成功入主双沟后两个月，维维携手双沟集团在徐
州还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做大做强苏酒板块”新闻发布
会，并高调宣称：力争 3年内，使“双沟”跻身中国白酒 8 强。
2007年 4月 26日，维维又发布公告，公司拟现金出资 5000
万元，成立维维茗酒坊有限公司，在全国开设 5000家酒品连
锁店。

遗憾的是，2009年双沟酒业又被宿迁市政府“要回”。此
后，维维股份继续寻找新目标，2009年 10月，其以 3.48 亿元
的价格收购位居湖北省第一位的白酒企业湖北枝江酒业
51%股权，击败了五粮液等四家竞争对手。

该笔投入也为维维带来巨大效益，据维维股份 2010年
报，公司 2010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47.63 亿元；枝江酒业
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 17.77亿元。

维维股份 2011年半年报还显示，2011年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业总收入 24.75亿元，仅酒类产品就实现营收 10.03亿
元，占据公司营收的“半壁江山”。

在巨大的利润面前，维维再度扩展白酒版图显得很好理
解。

豆奶“掺”酒
维维股份两周暴涨七成

背景

公开数据显示，2011 年全国地产主销的白酒终端零
售价大幅上涨，由 2010年 12月底的 118元/瓶，大幅提高
至 2011年 12月底的 172元 /瓶，上涨幅度高达 46%，历史
上只有 2003 年、2004 年的个别月份涨幅超过这个水平。
上述数据，不断刺激企业的扩张热情在各大白酒业巨头开
打产能大战、并购大战的同时，一些不相关的企业也纷纷
跨界跑马圈地。

在贵州醇前，白酒行业的并购近两年已风起云涌，资
本市场对白酒业格外眷顾，外资、风投、产业资本相继进
入。2009年，华泽以 9499万收购山西太白酒 51%的股权，
深圳盈信创投以 4亿并购安徽双轮酒业 100%股权，随后
华致酒行以 8250万收购珍酒厂。2010年，洋河以 5.36亿
获双沟 40.6%的股权。2011年，联想先以 1.3亿获得武陵
酒业 39%的控股权，随后又并购乾隆醉 87%的股权，紧接
着，10 家风投联投 10 亿吃下浏阳河酒业超过四成的股
权。

期间茅台收购习酒、中粮一度想控股西凤等等，以金
六福一炮而红的华泽集团，也频频出手区域中档酒并购，
先后收购了十多个地方酒企。白酒行业整合的大幕已经正
式拉开。

在丰厚的利润面前，众多企业扩展白酒版图就不难理
解。事实上，我国酿酒工业利润总额从 2004年的 104.08
亿元提高到 2009年的 360.26亿元，5年增长 246.14%。其
中，2004年，白酒业利润总额为 58.66亿元，2009年白酒业
利润总额则达到 234.89 亿元，增长超过 300%，占酒类行
业的 65%。白酒业 5年来收入和利润的复合增长率领先整
个酒类行业：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33.47%，领先行业的
25.09%；利润总额复合增长率为 46.67%，领先行业的
36.26%。

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面临国家“限酒令”等不利因素
影响，但《2011 中国白酒市场趋势观察研究预测报告》预
测，2011—2012 年我国白酒制造行业产值年均增长率约
为 25%，2012年产值将达到 3827.5亿元，仍保持较高增长
态势。

而自 2003年以来，中国白酒行业已经连续 9个年头
保持了增长。有专家表示，在这轮并购潮中，区域名酒或者
准一线名酒都是并购的重点对象。“相对于啤酒、葡萄酒行
业，几大行业巨头占据行业半壁江山，白酒行业的集中度
仍非常低，白酒行业的整合才刚刚开始。”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勇表示，导致
白酒行业被外资青睐并掀起兼并浪潮的原因，首先由于近
来国家对能源型企业的国进民退及房地产和股市的低迷，
导致资本一直看好持续发展并且尚未大规模进入资本市
场的白酒行业。另外就是 1998年之后国家的相关部委对
于酒行业的资质审核已经变严格，只许减少，不许增加，准
入证是每两年审核一次，不合格的取缔，已不再颁发新的
白酒的资质证书。这样一来，这个行业的兼并肯定是会非
常热闹。

跨界并购“热恋”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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