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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西藏旅游 弘俊系高原出水
西藏投资控股、参股 36 家企业
本报记者 周远征 拉萨 重庆报道

面 对 “狩 猎 者 ”， 西 藏 旅 游
（600749.SH） 的控股股东采取了更
严厉的手段。
9 月 6 日晚间， 西藏旅游发布
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国风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风集团”）以胡
波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彪 （两人为兄

的西藏旅游股权争夺战上升到新的
阶段。 刚刚引入蓝色光标主要股东

旅游发布公告， 胡氏兄弟已经继续
增持西藏旅游！

西藏旅游谁称王

弟）违规购买西藏旅游股份为由，将

的国风集团破釜沉舟不惜将控股子
公司西藏旅游列为被告之外， 并誓

违规举牌后迅速进入司法程
序，已经十分稀罕；被起诉者丝毫不

西藏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司有望在今年内实现资产过百
亿，无疑将会危机到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的江湖地位。

言法庭上与
“狩猎者”兵戎相见。 国
风集团采取强硬手段之时， 胡氏兄

畏惧，再度增持积极应战。这场雪域
高原的资本争夺战， 到底隐藏着怎

二者作为被告向拉萨中院提起诉
讼，索赔 500 万元；同时追加西藏旅
游为第三被告。
自此， 胡氏兄弟违规举牌引起

同一小区的“
邻居”

弟却毫不示弱。 9 月 10 日晚，西藏

样的故事？

弘俊系主要人员关系图

两兄弟背后，是一个多年来驰骋于资本市场的隐秘弘俊系。 而
在弘俊系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近年来在西藏投资界呼风唤雨的
国资巨头。
哀鸿的 7 月， 却是众多资本狩

元的区内大型综合投资企业。 邓小

猎者的狂欢。 7 月 15 日，胡氏兄弟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累
计购入本公司 A 股股票 18136975
股，占西藏旅游 9.59％。

刚还勉励道，要乘势而为，做大做强
企业。
然而，这家在 2014 年年底资产
总额就超过 85 亿元的大型投资企

按照《证券法》的规定，投资者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首次达

业，却格外低调。其官方网址无法查
询之外， 也并没有对外公开相应的

到 5%时（不得超过 1 手以上），应立
即停止交易并公告权益变动报告

业绩及投资情况。 本报记者通过多
番筛查， 最终获取了该公司目前至

书。随着此次违规事项暴露，证券监
管部门也快速介入。然而，胡氏兄弟
却轻描淡写地回复西藏旅游“我方
不熟悉交易规则的具体规定， 造成
操作瑕疵。 ”

少已经有 36 家直接控股或直接参
股的子公司（日前，其拥有 30%股权
的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经
出让给东方财富）。旗下参股或者控
股的西藏航空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

《中国经营报》记者发现，两兄
弟背后， 是一个多年来驰骋于资本
市场的隐秘弘俊系。 而在弘俊系背

有限公司、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西藏藏能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力
颇为雄厚。

后， 还隐藏着一个近年来在西藏投
资界呼风唤雨的国资巨头。

记者发现，2012 年 6 月 12 日，
西藏投资参与组建了成都弘俊财富

位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
西路的世通阳光新城， 是拉萨市市
颇为有名的高档小区。 西藏自治区
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投

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记者掌
握的会议记录显示，2012 年 6 月 1

资”）的办公地址就位于此。 本报记
者发现， 与胡波及其一致行动人关

公司，其中普通合伙人为成都华信弘
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

联密切的弘俊系旗下的多家公司同
在这一小区。

西藏投资、李晶、邹永林、袁卫生。
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2 日的变

工商资料显示， 西藏投资成立
于 2008 年 8 月 5 日，其初始注册资

更决定书中，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第
一期到位实缴出资为 4500 万元，本

金为 6 亿元， 法人股东为西藏自治

次出资的 4500 万元中，邹永林以货

区财政厅。 2014 年 5 月 30 日，西藏
自治区财政厅增资 16 亿元，注册资
金变更为 20 亿元。根据当地媒体的
报道， 西藏投资是由西藏信托投资
有限公司改制重组， 西藏自治区财
政厅出资设立的从事金融投资、产

币方式实缴出资 500 万元，袁卫生以
货币方式实缴出资 2200 万元，李晶
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 500 万元，西藏
投资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 1000 万
元，成都华信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 300 万元。

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专业化投
资公司。 2014 年 12 月 11 日，西藏

记者了解到， 成都弘俊财富投
资成长中心至少投资了成都圣核农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邓刚视察该公司
时曾表示， 西藏投资已经发展成资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弘俊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老五食品股份

产总额超过 85 亿元，利润超过 4 亿

有限公司、 成都新博美商业管理连

日在成都高新区拉德方斯西楼 408
室召开了会议，确定了成立有限合伙

何道峰（华夏西部董事长）

（刘文俊曾任华夏西部高级经理）

李泽

成都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泽担任华夏信诺总裁)

刘文俊
（担任弘俊系多家公司法人或委托代表）

成都华信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何道峰是股东之一）

成都弘俊财富投资成长中心
（股东）

西藏自治区
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华信弘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邹文林

李晶

袁卫生

成都弘俊远景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

成都华信弘俊投资

胡彪

拉萨弘俊投资管理

拉萨弘信投资中心

投资也面临区内其他投资公司
的挑战。 从公开报道看，西藏开

两兄弟的回复中坦言，本次
购买西藏旅游股票的全部资金
均是本人以及一致行动人的合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司有望在
今年内实现资产过百亿，无疑将
会危机到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

法自有资金，没有获得任何第三

公司的江湖地位。 西藏社科院经

方的财务资助。 关于本次购买西

济所所长王代远对记者表示，西

藏旅游股票的目的：本人以及一
致行动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

藏除了基础建设之外，重点需要
发展旅游资源。 数据显示，2014

展，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了此次
股份增持。

年西藏旅游业突破了 200 亿元。
对于旅游这块大蛋糕，西藏投资

对于这种说法， 接近西藏旅
游的人士表示质疑， 相关人士对
本报记者说：“
这些人都是在证券

能够漠然视之吗？
当然， 胡氏兄弟已经将举牌
行为视为个人行为， 其背后的力

市场玩了多少年的人物了， 动用
一两亿资金增持， 没有团队配合

量也在风波中禁声。然而，早就嗅
到危机袭来的西藏旅游大股东国

怎么可能。 ”
不仅否认有团队支持，面对

风集团并没有松懈。 8 月初，国风
集团宣布，股东白平、欧阳莉、欧

国风集团起诉的情况下，胡氏兄
弟还以再度增持的方式向国风

阳威分别将其持有的 2.58%、9%、
4.89%国风集团股权转让给自然

集团叫板。 2015 年 9 月 8 日 ~9
月 9 日，胡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人孙陶然，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孙陶然将持有 16.47%的国风集

所证券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入
西藏旅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团股权。 国风集团股东欧阳威还
将其持有的 4.11%国风集团股权

776,951 股， 占西藏旅游总股本
的 0.4108%。 由此，两兄弟持有的
西藏旅游 18,913,926 股，占股份
总额的 10.0001%。 以 10 日的收

转让给自然人赵文权；同时，白平
将 3.42%国风集团股权转让给自
然人张军。公开信息显示，赵文权
现任蓝色光标(300058.SZ)董事长

盘价计算， 该部分市值超过了 3
亿元。
胡氏兄弟增持之后， 与国风

兼总经理， 系蓝色光标第一大股
东； 现任北京拉卡拉电子支付公
司董事长、总裁的孙陶然，则在蓝

集团持有的 16.10%的股份总额
已经差距不远。而且，本报记者还

色光标中位居第六大股东。 媒体
报道，西藏旅游实际控制人、国风

了解到一桩陈年往事。 国风集团
入主西藏旅游之前， 西藏旅游前
身西藏圣地在股权上也发生了旷
日持久的缠斗。 而在国风集团入

集团董事长欧阳旭与孙陶然、赵
文权均为北大校友。 本报记者查
阅工商档案发现，9 月 2 日，相关
股权关系已经完成变更。

主西藏旅游之后， 西藏旅游发展
并不尽如人意。 西藏民族学院财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蓝色光
标对于西藏旅游文化产业也早

经学院闫红瑛曾经分析认为，西
藏旅游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偿

以“垂涎”。早在 2011 年，北京蓝
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

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快乐家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世纪中杨网络

资有限公司参股企业成都弘俊财富
投资中心持股为 10.45%。

债能力都较弱。 而且在 2014 年 8
月 9 日， 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

公司就在西藏设立了西藏山南
东方博杰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

技术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其中，此
次被告上法庭的胡波和胡彪， 恰恰
都在成都圣核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亮相。 该公司初始注册资金为
10000 万元， 有多位法人股东和自
然人股东构成， 其中胡彪股份为
36.5%，胡波为 4.5%，西藏自治区投

这些， 或许只能够说明弘俊系

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该
事故涉及的西藏圣地旅游汽车有

资金 17820 万元，赵文权担任董
事长。

限公司为西藏旅游的子公司。 圣
地汽车公司及该公司法人欧阳

随着蓝色光标灵 魂 人 物 助
力， 这场雪域高原的大战势必会

旭、 西藏旅游公司总经理苏平收
到了西藏自治区安监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 西藏自治区安监

更加激烈。然而，面对股东的争夺
战， 被大股东列入了第三被告的
西藏旅游却颇为无奈。 9 月 10

局决定给予圣地汽车公司 500 万
元的经济处罚，给予欧阳旭、苏平

日， 西藏旅游证券事务部相关人
士对本报记者说， 我们也尽责进

处上一年年收入 80%罚款的行政
处罚。

行各种公告和配合监管部门，但
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说

重大事故对西藏旅游带来影
响之外， 西藏对旅游安全监管加

的，有什么情况会及时予以公告。
但是， 本报记者与法律人士

强后西藏旅游行业在 2015 年受

交流后了解到，进入司法程序，或

到了直接影响。 西藏旅游披露的
2015 年上半年报显示，公司实现

许也很难让胡氏兄弟收手或者退
出。 重庆凡赛提律师事务所主任

营业收入 4,418.51 万元， 较上年
同期下降 15.60%，归属于上市公
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亏
2,585.10 万元。
胡氏兄弟在强调个 人 行 为
之际，记者却了解到，西藏投资，
近年来一直谋在西藏旅游市场
上有更大布局。 从航空、到酒店，
西藏投资不断落子。 而且，西藏

律师颜智勇对记者说，法院受理，
并不会代表对实体案件有任何倾
向系意见， 仅仅是启动诉讼的程
序而已， 胡氏兄弟对于西藏旅游
股权增持，本身是有效的，相关法
律对于违规的行为只是一种管理
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
愈演愈烈的大战，鹿死谁手，
或仍待观察。

与胡波和胡彪等人与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是好邻居之外， 也是有
直接资本联系的合作伙伴。
然而，随着记者的深入调查，俊
弘系与西藏投资并不是偶尔搭伙这
样简单。

弘俊系秘搭帝国
研究室解散之后，何道峰选择了下海。 作为商人的何道峰是幸运的，其搭建的以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为基础的资本帝国不断壮大。
有人曾说，把金融搞的很复杂

市公司昆百大（000560.SZ）的控制

股东中。变更后的股东为何道峰、文

15080 万元，获得了 4.99%的股权。

的那些人都是骗子。虽然，这话有些
绝对。毕竟，资本市场实施些复杂的

人。同样，华夏信诺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亦为何道峰。 资本

彬、 崔睫以及拉萨弘俊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其中，文彬和崔睫的公开资

投资者不会孤独， 弘俊系旗下
公司在创意信息（300366.SZ）上市

手段，是常有的事。 记者调查发现，
从 2010 年开始，与胡氏兄弟关系密
切的俊弘系已经开始秘密搭建资本
帝国。这一帝国的构成中，西藏投资
参与之外， 还有一个资本市场更隐
匿的
“华夏西部系”。
西藏和四川， 无疑是俊弘系资
本帝国的重地。故事要从 2010 年开
始讲述。 1983 年出生的四川人刘文

市场中， 何道峰并不是格外突出的
“
狩猎者”。然而，何道峰的履历却大
有来头。 公开履历显示，1980 年何
道峰进入 9 号院中央农村政策研究
室。 9 号院中央农村研究室曾经工
作过的年轻人们， 现在大多数已经
成为中国政界和商界中的重要人
物。研究室解散之后，何道峰选择了
下海。作为商人的何道峰是幸运的，

料显示，均在何道峰创立的“
华夏西
部系”任要职。
随着这两家弘俊系公司的设
立，弘俊系开始了 5 年扩张路。记者
了解到，目前在成都，弘俊系设立了
成都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
华信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
弘俊财富成长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成都弘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之后也“偶然”地与西藏投资同台亮
相。 2014 年 1 月，创意信息披露的
招股说明书显示， 成都弘俊远景成
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该公司第
四大股东，持股数 208 万股，占公司
股 份 总 额 的 4.16% 。 创 意 信 息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顺利上市后，成
都弘俊远景成长投资中心耐心地等
到了 2015 年 3 月底，开始采取增持

俊几乎与所有资本帝国搭建一样，
“
小人物” 往往被推上了资本前台。
2010 年 9 月 7 日， 刘文俊与 1961
年出生的李泽， 各出资 6 万元和 4
万元，组建了注册资本金为 10 万元
的成都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
中刘文俊为法人代表。 从租房协议
来看，这家公司起步之初，租了月租
仅仅 200 元的肖家河街道办事处一
处房子。
然而，这只是开始，目前成都弘
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已

其搭建的以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为基础的资本帝国不断壮大。
根据昆百大 2014 年报显示，华夏西
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截止至 2014
年底，总资产约为 53.84 亿元，净资
产约为 11.51 亿元， 企业收益总额
18.68 亿元，净利润 9258 万元。本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何道峰在全国各
地设立的公司中， 担任法人的公司
就在 20 家以上。 而这只是冰山一
角。商场上叱咤风云之外，何道峰更
为显赫的经历中则是扶贫领域。

司成都弘俊远景成长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而在西藏，刘文俊为法人
代表设立的有拉萨弘俊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西藏弘俊金域实业有限公
司。此外，刘文俊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拉萨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派出
代表的有限合伙公司还有西藏弘银
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西藏华
信远景成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西藏弘俊隆百广场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西藏弘俊金域名邸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等。而在在西藏，胡彪等

行动。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成
都弘俊远景成长投资中心截至到
2015 年 6 月 30 日 增 持 了 208 万
股，占创意信息股份总额的 3.64%。
而在新增股东中， 还出现了西藏投
资和胡波 （与西藏旅游增持人胡波
同名，尚无法确认是否同一人）的身
影。 截至到 6 月 30 日，西藏投资和
胡波分别持有创意信息 75.08 万股
和 80.81 万股。
9 月 10 日，上海某证券资深夏
先生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资本市场

经达到为 43740 万元，5 年时间实
现了资本金增加 4300 倍。能够让这
一切实现， 与刘文俊与李泽的身份
密不可分。本报记者发现，刘文俊从
2005 年以来，担任了华夏西部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 李泽
在 2005 年至 2006 年担任下属公司
昆百大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2007
年至今， 担任华夏信诺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总裁。
工商档案显示， 华夏西部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5 年，董
事长为何道峰。 何道峰同时也是上

1999 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出任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法定代表人， 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
执行会长。
何道峰的老部下创立成都弘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第二天， 由成
都弘俊投资管理公司出资设立了成
都华信弘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该
公司注册资金为 100 万元， 法人代
表为刘文俊，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等。直

人还设立了西藏成冠财富成长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西藏成冠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等公司。
框架搭建之后， 自然需要在资
本舞台上表演。 记者了解到，弘俊系
在西藏参与了多个投资者眼中的香
饽饽。其中，西藏银行的投资中，弘俊
系顺利入围。 西藏银行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董事长由西藏投资董
事长白玛才旺担任， 注册资金
301,785 万元。 2014 年 12 月 26 日，
西藏银行股权发生了变更，成都弘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认缴出资额

坐庄的手段很多， 藏在幕后的资本
猎手往往通过设立很多公司来掩盖
踪迹，而且在西部等地，监管也相对
薄弱， 设立繁杂的公司更有利于资
本猎手隐秘出击。
截至到记者发稿时止， 相关各
方尚未对本报记者提出的诸多问题
予以回应。此前，胡氏兄弟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回复， 本次增持行为是本
人与一致行动人两位自然人独立自
主的行为，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事先

到 2014 年 3 月 28 日， 何道峰才姗
姗来迟出现这家老部下成立的公司

然而， 这是两兄弟独立自主
的行为吗？

与弘俊资本也没有沟通、 计划等类
似安排。

相关链接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的
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未按
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中国证
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
止收购等监管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发行人、上市
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
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 或者报送的报告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依
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