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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会所转型：现有示范难复制
本报记者 钟文

调查

转向欧洲小国：
企业家移民新路线图
本报记者 刘凌林

2 月 17 日，杭州西湖。淅淅沥沥

加拿大政府日前宣 布终 止实 施多年 的“投 资移民”和“企
业家移民”计划，让 5 万多中国人的投资移民梦破碎。不过，内

的细雨中，游人稀 少。比 西湖还 冷清
的是分布在西湖周边的几十家高档

地企业家群体移民的强烈愿望并未衰减，移民目标已转向欧

会所。

1 月中旬，为响应杭州市纪委等

整治“会所 中的歪
风”行 动将用三个
月完成，目前相关
部门正在邀请有关专
家对整个景区做新的
产业业态规划。但现有
的国企投资的西湖会
转型模式被认为很难
复制，毕竟赚钱亏本都
有政府兜底。

部门整治“会所中的歪风”行动，杭州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下称西 湖管
委 会） 对景 区内 30 家 高档会 所进 行
关停整顿。

一个多 月过去 了，如 今这些 会所
情况怎样？未来如何转型？带着这些
疑问，
《中国企业报》记者 赶赴浙 江杭
州调查采访。

“会所”已成敏感词汇
西湖周边的会所曾经各有特

洲甚至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

“5 年努力白费了”
春节过后，原本忙于自己公司事务的黄晓杰被加拿大政

府发布的这则消息打乱了计划。在中关村拥有一家 IT 公司的
他，
早在 2009 年 6 月就向加拿大政府递交了投资移民申请。

“5 年努力白费了。”黄晓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加拿

大“叫停”投资移民，
打乱了他的生活，
“小孩的学习规划、企业
的投资计划、自己的发展机会都将受到影响”。
在中国内地，像黄晓杰这样的加拿大投资移民申请者达
5.9 万人，随着加拿大联邦政府移民政策的“一刀切”，他们不

得不面对退回申请的尴尬。

色，但当 下，
“停业”二 字却 成为“统

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化，也让移民中介公司受到不小的

一招牌”。 在西湖著 名景点柳浪闻

冲击。记者走访一些中介公司得知，
这几天公司的电话都快被

莺内，柳莺玖号在整顿之列，古铜色
的大门上印着“停业”字样的白纸格

针对记者提出转型之后租金贵、利润

打爆了，
大部分都是移民申请者了解情况的，有的已经提出退
款要求。

外刺眼。这里曾是“中华民国”最后

低这一问题如何解决，他不愿多说，

一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陆军上将周

只是表示，
相信政府会充分考虑的。

嵒的故居。

“这是不能复制的。”刘涛对记者
表示，西湖会为国有企业投资，赚钱

“贵”是西湖会所昔日最大特色
之一。

马云的江南会接待厅大门紧闭，
“停止营业”的字样格外刺眼。

柳莺玖号附近停 车场的收费员

本报记者 钟文 / 摄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里一般人

吃不起，人均起码要 1000 元，而旁边
的倚水居人均消费也要 500 元。
“正常。”一家会所经理刘涛（化
名）对记者表示，在这些会所就餐，一

按照刘涛的说法，这些大佬们都

停业倒逼会所转型

顿饭上万元很常见。他告诉记者，办

柳莺玖号附近停车场收费员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柳莺玖号去年

会所不同于一般餐厅，
很烧钱。

八月份还在开业，没想到九月份就关

他说，办会所的一般是两类人：
一类是企业家、有钱人，完全是私人

门了，现在整顿更不知何时能再开

性质的，租个房子，专门为提升企业

记者了解到，抱青会馆也早在去
年四月份就关门了，如今依旧是人去

形象或者对外公关使用，不对外营

业。

“不差钱”，但为何早早关门无从得
知。

亏本都有政府兜底，而私人投资的会
所就不一样，
亏本都是亏自己的。
记者获悉，西湖会为国有企业杭

州大厦 2004 年投资兴建。当时，
为弥
补西湖不收门票景区运营的亏空，杭

州市园文局把这些房产租给了杭州

位于灵隐路的云松书舍为“大
侠”金庸 1994 年投资兴建，1996 年无
偿捐 赠 给 杭 州 市。 记 者 了解 到 ，在

2010 年后，这里改建成一间豪华会

所，人均消费起价 500 元，主要接待
公款消费，生意门庭若市。
和其他关闭的会所不同，这里大

大厦。

有消息称，柳莺玖号年租金在百
万元以上，而旁边已经停业的倚水居

六大主因推高移民潮
尽管投资移民的门槛越来越高，中国企业家的移民热情
却并未降低。最新胡润报告显示，64%的中国千万富翁已经或

已经是第三次转手，年租金从 50 万

大宅门正在装修，门口用一张彩色塑

诉记者，这里早就不搞餐饮了，现在

几家大的公款消费单位，基本上是开

料布遮住了。里面一位装修工人告诉

只有她和另外一个人在这里负责搞

诉记者，据他所知，北山路的抱青会

部的工作人员对“会所”一词特别敏
感。他们表示，其实很多场所根本就
不叫会所，但是为了提升身份，对外
统一都叫会所。宣传部童部长告诉记

者，他们 1 月份去摸底调查的时候发

现，一家不做餐饮只做会议的场所，
对外也叫会所。

板准备把这里改成商场，改买旅游产

转型示范难复制

品。”

馆年租金达 140 万元，其他地方看环
境和所处的位置，
估计甚至更高。

已经移民到塞浦路斯的陕西企业家黄震告诉记者：
“小孩

位于著名景点曲院风荷的西湖
会是关停之后第一家转型的会所，现

修。“一家会所装修花几百万元都太
正常，一二千万元也常见。一张椅子

面临学习压力、择校压力，国内填鸭式的教育让小孩没有了童

南会就显得更为隐蔽。记者在离江

已改为开心茶馆，春节期间已经对外

年应有的快乐。”黄震在陕西从事房地产开发，早已成为新贵

南会不远的一家宾馆保安的指点

营业。

十几二十万元，一个花瓶几万元用起
来都不眨眼的。”

时值午餐时间，
《中国企业报》记

童部长告诉记者，整治“会所中
的歪风”行动将用三个月完成，目前

会所，行的却是高档会所之实。在环
湖景区沿线的个别会所，客人住一晚

关闭的门后就是江南会。从旁边一

者的装束就说：
“你是来采访的吧？”

条小 路进 去，绿树 成 荫，曲 径 通 幽 ，

这让记者颇感惊诧。

景区做新的产业业态规划。他表示，
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一切都得

费带来的高产出。刘涛告诉记者，这
种会所，以前一年可以赚几百万元，

相关部门正在邀请有关专家对整个

阶层。
“其实，我骨子里就没想离开国内。父母都在国内，
自己的
生意也在国内。”黄震说。
实际上，移民潮出现的原因很复杂，有价值观、经济发展、
政商环境等因素。资深业内人士方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从宏

溪水潺潺，意境顿显。只是一块大石

正值用餐高峰，不时 有顾客进

等这个业态规划出台之后。如果经

观层面看，主要是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汇率的提升，
“造
富运动”
形成了总量相当庞大的富人群体，加上有条件的中产

头上红色的“江南会”三个字在雨中
显得有些落寂。

来。徐总经理不断地开门关门、接听
前台电话，并不时解答顾客提问。徐

营者认为可以转行，那么按有关规

阶级，他们成为移民的主体。

整个院落空无一人，有的小楼已

总经理告诉记者，餐厅加上包厢总共

终止合约，按照当时签订的协议依
法办理。

而随着中央“八项规定”、严管三公经
费政策出台之后，会所的生意骤冷，

空无一物，7 座小楼门口都贴着“停止

一些会所已经撑不下去，有的早就开

纪委整治行动开始之前，江南会就已
经主动关停。

始准备转型了。

据新财富调查，
中国人移民的首要原因是子女教育，认可

相对于紧邻西湖的会所而言，
马云等众多浙江企业大佬合作的江

者刚推门进去，一手拿对讲机、一手
为记者开门的徐总经理看了一眼记

支撑会所运营的 主要是公款消

为什么中国富人热衷移民？
者达 76.7%。他们希望通过投资移民为子女教育创建平台，为
子女海外学习生活做好铺垫。

到江南会的踪影。最后还是在一位
过路村民的指引下，才知道两道被

要花费 1援78 万元。其中江南会实行会
员制，
一张“江南令”就要 20 万元。

计划移民海外。

而在刘涛看来，租金还不是最大
的开销。他告诉记者，最烧钱的是装

下，在目的地折了几个来回也没看

尽管如此，虽然有些名义上不叫

北京塞浦通达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张弛告诉记者，在加
拿大办投资移民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还要有管理经验，但对

制，是因为会所开支非常大，没有一
定的实力根本做不了。

元涨到 150 万元。
杭州市园 文局一位工作人员告

记者在西湖管委会采访时，宣传

移民行列，
但随着这些国家新移民数量的增长，各个国家都随
之调整了移民门槛。

中国申请人来讲，最难的是对其资产合法来源做出解释，申请

门洞开。一位负责清洁卫生的大妈告

卫生。

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一直是移民的主

要目的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加入

人每提出一项资产或者一笔收入都要出具相应的证明。随着
加拿大全球征税政策的推行，更多中国富翁会望而却步。

楼空。与抱青会馆相距仅几十米远的

记者，大宅门去年 2 月份就停业了，
估计要到今年 5 月份才装修完。“老

2010 年 6 月 25 日，加拿大移民局又出台新政，联邦投资移民

涨至 160 万加币，投资款从 40 万加币涨至 80 万加币，一次性
投资款也从 12 万加币涨至 22 万加币。

刘涛告诉记者，之所以说无法复

业，无所谓赚不赚钱；另一类是纯做
市场的，这种比较难做，如果手上没
业就亏。

实际上，加拿大移民政策近年来一直在调整，门槛越来越

高。2009 年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资产要求是 80 万加币；到

营业”字样。记者了解到，
早在杭州市

有 160 个座位，来的人太多根本无法

满足顾客的需要，作为匆忙转型的会
所的确显得有点忙乱。
他直言，
“ 利润肯定不如以前”。

定办理手续；如果不同意，那么只能

“终止不做，损失将非常大。”记
者辗转找到的一位会所股东这样表
示，目前能做的只有等待。

从移民个体分析原因，
方肇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财产和人身安全的需要。这种层面的人都是巨富，由
于其财富的取得或多或少存在“原罪”
，出于担忧选择移民；
二是子女教育的需要。这部分人，以“中富”人群为主体，
移民主要目的是为了子女能轻松享受国外的教育；
三是生存环境的需要。国内环境的破坏和食品安全等问
题，导致移民的想法，
这部分移民人数呈现快速上升之势；
四是官员退路的需要，国内腐败成风，很多官员都预备一
个“移民身份”
或做“裸官”以作退路；

延伸

五是白领移民，这部分人向往国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
境，文化程度高，
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水平，
但数量不大；

西湖历史建筑利用两难
本报记者 钟文

年 5 月由杭州市人民政府立的石碑

杭州西湖作为 世界 文化遗 产，周

上显示，
这是民国初期名人黄郛的旧
居，为市级历史建筑。

边名胜古迹、名人故 居众多。在今 年

继续前行，位于涌金门、有着 上

一月份关停的几十家会所中，就有 相
当数量在历史建筑甚至是文物保护
单位内。相关专家表 示，此次重 点打
击 那 些 把 文 化 遗 产 、风 景 区 、公 园 这
样的公共领地占为私人己有的行为。

文保单位设会所
2004 年起，一场奢华消费风在西
湖周边悄然刮起，一批高端会所在西
湖周边陆续经营起来。它们隐藏在公
园里、树林边，甚至不乏栖身文物保
护单位内。行走在西湖边，不经意间

六是跟风型、攀比型、炫耀型、时尚型。这是目前中国移民
潮产生的重要推力，数量庞大，
主要构成人群是中产阶级。
“移
民不是他们的真正需要，他们要的是光环，享受其过程，真正

千年历史的涌金楼，是北宋正和 617

保护是非常难的，也是保护不好的，

利用难题凸显
根据《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建筑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在符合

偏僻的、不为大众所追捧的历史建筑
或者名人故居等更应该利用起来。此
次政府打击的是在世界遗产保护地、

年杭州知府徐铸所建。北宋时期为
翰林学士领受庆宴之地，南宋为考

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对历史建筑
进行合理利用。

公园、风景区内，并把这些公共领地

取进士、状元之后举行状元宴的酒

杭州西湖名胜风景区管委会宣

占为己有、采取封闭式的、供私人享

楼，盛极一时。2003 年经过修缮改造

传部童部长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

用的行为。还湖于民、
还景于民，
实际
上就是把这些被私人占用的公共领

之后成为一家会所，如今也是大门

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当初在对高档餐

地还给大众。

紧闭。
位于三台山路由阿里巴巴创始

饮项目进行审批时，要求经营者必须
遵循两条原则：一是私人会所要对外

人马云于 2006 年发起、号称浙江第
一会所的江南会，整个面积 2000 多

平方米，共 7 座小楼，此前西湖的旅

开放；二是不能改变原先旅游景点的
建筑风貌和结构。此前，因一景区需
要经过江南会而受到保安的阻止，接

记者了解到，
作为此次西湖会所转
型的示范单位，
刚满月的西湖会每天的

营业额只有 5000 到 10000 元，该会所
不设最低消费，
一杯茶最低只要 18 元。
周永广表示，历史建筑利用关键

黄晓杰告诉记者，
如果加拿大去不了，下一步将考虑欧洲
国家。
最近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
》蓝皮书指出：中
国未来新一轮海外移民，
将会迎来一个“欧洲时代”的到来。在
美、加、澳、
新等国家海外移民政策日益修正趋严的形势下，对
于部分中国海外移民者来说，将迎来一个真正的“欧洲移民时
代”
。
实际上，最近几年因为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急需外国投
资，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推出
“诱人”的移民政策吸引国外资金。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相继出台购房投
资移民的法律措施。在北京的一些移民中介机构甚至打出
“买

到游客投诉后，他们对此进行了整
顿。管委会明文规定，景区场所必须

是如何适度。他说，
一个茶馆，
如果收

房获居留许可证”的口号，向中国移民敞开怀抱。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此次关

向社会开放，不得设立消费门槛，并

有的游客还消费得起；但是如果最低
消费 500 元，甚至 1000 元，这显然与

家选择欧洲以及太平洋岛国作为移民目的地。因为这些国家
在移民政策上与美、加、澳等国家相比，门槛更低，对那些有一

费一个人 100 元，
甚至再高到 200 元，

停整顿之列的会所不乏在历史建筑

“1917 花园餐厅”的霓虹灯广告非常

和文保单位内，北山路历史文化街上

会所关停不能一概而论。浙江大

大众的消费水平差距太大，是无法接

醒目。院内，一幢奶黄色的别墅上用

的抱青别墅、菩提精舍、大宅门，南山
路上的御尊园、学士居、凝香居等都

学旅游学院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
广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

受的。但是，
如果价格太低，
面对高租

属此列。

是历史建筑、名人故居等，就保护而

别墅原来叫“膺白楼”，旁边一块 2004

部分企业家移民为曲线上市

游景点先贤堂所在地，供奉杭州历代
先贤。

就能碰到一两家这样的会所。
顺着南山路往前走，一道院墙上

英文和繁体字上书
“花园餐厅”
。这幢

让他们到国外生活，
待一周都是折磨。”
方肇说。

应该在保护中合理利用。特别是那些

以“可进入性和可消费”
为原则。

金、高运行费，经营者也承受不了，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

张弛分析认为，
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收紧，一些内地企业

定经济实力的中小企业主具有很大吸引力。
而有些民营企业家之所以选择圣基茨这样的岛国移民，
是为企业上市做准备。因为对公民境外收益免税，即使今后股
权变现、
继承、转让，都不用缴纳任何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