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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债务黑洞”多项目荒置 陆家嘴项目紧急改名

起底阜兴集团“地产版图”
特约撰稿 毛中楠
本报记者 刘颂辉 上海报道

地产项目紧急更名
6 月 29 日，记者在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的阜兴世纪公馆项目走访看到，金黄色的大厦上，
“
阜兴”二字被拆除，招牌中间出现空缺。

7 月 4 日上午 9 点多，上海
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 称“阜 兴 集 团 ”）董 事 长 朱 一

商业地产曾肩负着阜兴集团
“
开拓进取、厚积薄发”的前行重任，

打造的高端式服务住宅， 项目总建
筑面积 21000 平方米。

一块指示牌，写着
“
钓鱼台美高梅国
际公馆的施工通道”，但是在记者探

与大楼里的领导预约后才能进入。
据阜兴集团发布的公告，2016

产板块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在一年后的 2017 年 1 月，阜

只是在大难来临之时， 它们却选择

记者辗转从该项目销售人员处

访的一个小时里，该项目大门紧闭，

年， 公司与韩国 SK 集团就上海虹

兴集团与钓鱼台美高梅公司正式签

栋的个人微博连续更新两条内
容， 其中一条转发商业巨擘马

了明哲保身。
6 月 29 日，记者在上海浦东新

获悉，阜兴世纪公馆原为酒店式公寓，
后由阜兴集团接手，经过拆分之后，面

未有工程车辆进出， 大厦内部也未
听到施工的声音。 上述保安人员透

桥公寓项目收购达成合作， 项目占
地面积 8119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云的演讲视频。 视频的主题是

区世纪大道的阜兴世纪公馆项目走

向市场进行销售。现阶段已经交房，部

露，6 月 30 日，项目的管理变得严格

46387.83 平方米。 阜兴集团总裁赵

约， 共同发布钓鱼台美高梅国际公
馆项目， 位于上海长宁区天山路
767 号， 与虹桥公寓处在同一幢大

“25 岁的你， 不要害怕犯错，每
一个错误都是你的一次收入”，
其为此还竖起大拇指， 跟评表
示赞同。

访看到，金黄色的大厦上，
“阜兴”二

分业主直接通过其挂牌出租， 租金为

起来，外来人员一律不许入内，除非

卓权曾表示， 此次合作为集团房地

厦。 美高梅酒店集团高级副总裁兼

字被拆除，招牌中间出现空缺。
记者注意到， 租售中心的玻璃

13000~15000 元 / 月。 另有 5 套房源
对外销售，均价为 7~8 万元 / 平方米。

中国首席代表周锋表示， 该项目是
钓鱼台美高梅酒店集团进入上海地

门上仍印着“
阜兴世纪公馆”的楼盘
字样，但工作人员坚称，项目叫做世

事实上， 除了阜兴世纪公馆以
外， 阜兴集团还在上海长宁区核心

产业的头号作品。
项目合作一年多，既没有运营酒

纪公馆。 记者为此提出质疑，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不方便多说， 前两天接

—虹桥
地带拥有酒店式公寓项目——
公寓。 7 月 2 日，记者探访发现，该

店，又无人居住。记者就此致电致函向
钓鱼台美高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到上级领导的通知， 对外推广名改
为“世纪公馆”，另一名男性工作人

幢 26 层的大厦整体处于闲置状态。
虹桥公寓的保安人员介绍， 此前大

公司目前对此事不接受任何采访。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

员则表示营销总监不在公司， 不方
便接受采访。
公开资料显示， 阜兴世纪公馆

厦里多数租客来自日本和韩国，两
个月前清理租住人员， 现在大楼内
部在重新装修。

联后办公室被搬空。

是阜兴集团在上海陆家嘴区域首次

在该项目北面的门口， 竖立着

刘颂辉 / 摄影

这是朱一栋失联之后，首次
在网络端发布动态。
一周多的时间里， 这位 36
岁的企业实控人，不仅让员工陷
入苦恼，一些狂砸百万、千万的
投资人也惊慌失措。
据阜兴集团官网显示，公司
的产业包括商业地产、 资产管
理、金融、稀有金属、健康医疗、
贸易和文化传媒等。 商业地产作
为集团业务的核心板块之一，目
前已覆盖上海、 北京、 江苏、浙
江、河南、辽宁、宁夏七大省市。

6 月 29 日， 阜兴集
团董事长朱一栋失

曦表示， 上述两个项目均处在上海
市的热门商圈，正常情况下，公司只
会抓紧时间运营， 目前的空置现象
较为反常。

阜兴集团债务“黑洞”
近日，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168 号无极限大厦看到，阜兴集团总部办公室被搬空，桌上除了摆放着绿植，其余物品一干二净，不见电脑和办公用品。
在朱一栋失联事件中， 起始于

考察。然而一年多过去，他发现原本

兴集团总部办公室被搬空， 桌上除

投资者人数达到 8000 余人，金额超

然而，《中国经营报》记者连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规划建设酒店的地方仍然是一片荒

了摆放着绿植，其余物品一干二净，

过数百亿元。多数人员投资百万元，

拥有多年证券与房地产市场研

日调查发现，阜兴集团多个地产
项 目 或 紧 急 改 名 ， 拆 下“阜 兴 ”

（以下简称“意隆财富”）爆雷，实际
上上海郁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

地，还未打地基，其怀疑投资人的款
项并未打进项目上， 而是被阜兴集

不见电脑和办公用品， 墙壁上写着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

有的投资者甚至将全部家当投向其
中，最高投资额达到 5000 万元。

究经验的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建
中则直指漕湖酒店融资之后不开发

字样的招牌，或陷入荒置状态，
一些项目在发行私募基金后并

下简称“郁泰投资”）才是阜兴集团
最大的资金入口和投资出口。

团挪作他用。
据其提供的一份现场照片显

队”。一名阜兴集团的女性员工呆坐
在办公桌前，一脸凝重，表示对公司

针对苏州漕湖酒店项目的开发
建设进度， 记者致电郁泰投资副总

项目的行为， 不排除资金被挪用的
情况，公司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

未真正开工。 阜兴集团与钓鱼
台美高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

公开资料显示， 阜兴集团旗下
控股基金公司郁泰投资， 也是意隆

示，7 月 4 日，苏州市永昌泾大道的
漕湖富建酒店项目部，大门敞开，门

领导的去向不知情。
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新天地

裁李木松， 其表示已经向公司提出
辞职， 不清楚上述基金产品和项目

操作， 或将致使后续地产项目出现
烂尾和停工。

下简称“钓鱼台美高梅公司”）
正式签约发布的钓鱼台美高梅

财富的股东， 均拥有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牌照。 2017 年，阜兴集团的

口的广告牌褪色老化， 里面不见工
作人员，一侧的铁棚坍塌在地上。工

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警
方对此事件已经受理， 经侦部门正

的情况。 目前郁泰投资的总裁不在
公司，但还在处理公司的相关事务。

事件发生后， 记者多次联系意
隆财富和郁泰投资的总裁、 副总裁

国际公馆项目，一年半过去，并
未正式运营，目前仍无人居住，

资产管理总额超过 350 亿元， 贸易
总额突破 300 亿元。而 2016 年 7 月

地里全然没有开工痕迹： 大面积土
地长满杂草， 随意堆积着建筑材料

在调查中，尚不清楚调查结果。
6 月 29 日，在上海陆家嘴东亚

“公司后续如何运营，还得等他的通
知。 ”李木松说。

等高管，电话均关机，或无人接听。
8000 多位投资人聚集了数百亿的

处于荒废状态。
对此，记者致电致函钓鱼台

20 日，阜兴集团发布公告，郁泰投
资成立 5 年间， 管理资产总规模超

和已经生锈的民工移动板房。
阜兴集团原名为“上海阜兴金

银行金融大厦， 意隆财富所在的办
公点也已人去楼空， 大门从公司里

在上游财经专家顾问江瀚看
来，尽管企业名称从“金融控股”改

财富，在这个夏天，命悬一线。
对此，江瀚分析表示，纵观阜兴

美高梅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目前不对该项目发表任何

过 200 亿元。
投资者陈先生反映，其在 2017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今年 5
月份，公司发布更名公告，原因是

面上锁，楼道间，原本属于意隆财富
的
“701”门牌号也被人移除。

为“实业”，但阜兴集团并没有绝对
的想法去做实业项目，其实业项目

集团的整体发展， 实业项目在多数
时候可能是其对外拓展的一个影

意见，合适时机将会对外公布相
关进展。 同时，记者就公司经营

年与郁泰投资公司签订的 《苏州漕
湖酒店私募基金一期》合同，其为该

战略调整的需要，增加对实体产业
的投入。

据记者获取的一份阜兴集团投
资人信息材料显示， 阜兴集团及其

的存在， 正如之前的钱宝网一样，
只是其进行互联网金融融资的一

子， 借助实业项目在做其他领域的
投资。随着阜兴集团出现爆雷，最终

等问题向朱一栋发去信息，截至
发稿，其并未作出回复。

项目投资 220 万元， 当初项目举行
剪彩仪式时， 其特意前往苏州实地

近日， 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
湖滨路 168 号无极限大厦看到，阜

旗下私募基金公司的理财产品均以
100 万元起投，初步统计，涉及全国

个手段。 对于阜兴集团而言，它的
炸雷直接显示出本身资金的严重

结果可能是旗下地产和物业类项目
被拍卖或者出售。

问题。

精工品质打造高端住宅 中海地产诠释湖居生活
文 / 阳夏

有分析指出，随着首批限价房
入市，后期或将出现供应量井喷的

品设计、区域位置、周边配套等因

心区域却鲜有项目。 事实上，随着中

素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关村北扩、未来科学城、沙河高教园

自今年 6 月，北京首批限价房

现象，能够缓解当前市场供应不足

但是， 纵观已入市的限价房项

等规划日渐成熟，大量的
“
高精尖”人

项目获得预售许可证，供应大门随

的问题，利于楼市稳定。 此外，在

目，不难发现其多分布于房山、大兴

才不断流入， 对于定位高端的限价

之开启。

价格明朗的基础上，购房者对于产

等京南区域，而海淀、昌平等京北核

房项目同样拥有极大的置业诉求。

程度从历年来土地供应量、住房供

断涌入， 带动大中关北扩区的不

而受此利好， 未来中海丽春

应量一目了然。

土地稀缺 凸显区域优势
2016 年， 北京市出台“限房

断成熟与发展。 如今，中关村北扩

湖项目可与周边“三纵三横多轨

区进行试点。 住宅用地从土地出

北京土地学会发布的《北京市

区可与北京北部的朝阳亚奥、望

道” 的立体交通路网自然融合，

让环节就被全面限制了未来销售

土地招拍挂市场分析报告（2017

京，海淀中关村、万柳等多个区域

出行极其便捷。 三纵是指京藏高

的均价和最高售价。 据统计，至

年全年）》显示，2017 年，海淀、昌

无缝连接。

速、京新高速以及紧邻项目西侧

2017 年，成交的“限价房”地块高

平土地成交面积仅为 35.3 公顷和

另外， 昌平区发改委公布的

的南丰路，南丰路也是北京市政

达 43 宗。

价、竞地价”政策，并率先在丰台

36.67 公顷， 远远低于大兴区的

“十三五”时期产业发展及空间布

府重点打造的双向 6 车道，一期

随着北京限价房项目销售政

201.66 公顷和顺义区的 139.33 公

局规划指出，昌平要构建“两轴两

现在已经通车，二期工程也即将

策的正式落定，诸多限价房项目

顷，并且土地成交面积排名还低于

带、三城两区”的总体空间布局。

开工建设，向南通过林萃桥直达

已经达到了预售条件，开始试探

房山、平谷、丰台等区。

总体形成以生态廊道和交通网络

五环。 三横指的是北清路、北五

市场的反应。 然而，纵观已入市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年初，

为纽带、以重点功能区为支点的城

环、北六环；多轨道指的是昌平

的限价房项目不难发现，其多分

中海地产摘得昌平区沙河镇丽春

乡空间布局，使经济社会发展与区

线、 地铁 8 号线、2019 年年底即

布于房山、 大兴等京南地区，海

湖 LCH-010 等地块，积极践行企

域功能定位更匹配、与资源环境相

将通车的 19 号线和规划中的 31

淀、昌平等京北核心区域却鲜有

业责任，踊跃参与北京限价房项目

协调。

号线。

项目。

的建设。

这也让地处轴带节点位置的

该项目距离地铁昌平线沙河

“近几年来，比起北京各区热

据了解， 该地块位于以海淀

住宅用地尤显稀缺。 从区域位置

站仅约 800 米，位于京藏（G6）高

火朝天的出地率，京北地区，特别

北部、 昌平六环路南部为核心的

来看，中海丽春湖地块处于“两轴

速 22 号百沙路出口东侧约 3.1 公

是海淀北部，每年的新增土地供应

中关村北扩区。 自 2011 年，北京

两带”空间格局交汇点，北京城区

里，通过高速、城铁及即将通车的

凤毛麟角，几乎没有新增供应。 ”

市规划委提出的“大中关村”概念

与高教园区新区的连接节点，多个

南丰快速路， 便捷连通昌平城区、

有分析指出。 京北区域周边的土

后，该区域内众多国际、国内著名

商务区以及多种产业园相互交融

回龙观、上地、清河及中关村等京

地开发已经趋于饱和，土地的稀缺

科技企业科技总部及研发机构不

的连接纽带。

西北重要板块。

依湖而居 营造美好生活

效果图

高端住宅 彰显精工品质
“诚信卓越、 精品永恒”，是

正， 并且厨房卫生间都有采光和

中海地产一直秉承的经营理念。

通风。 而极好的采光、通风和整体

据悉， 中 海 丽 春 湖 地 块 ， 将 在 中

通透感， 保证了每一套房子都有

海地产的精心打造下，定义为京

非常好的视野、采光和景观，完全

北核心区的新中式低密度社区，

感受不到因为没有阳光而带来的

也是中 海“京 府 系 ” 合 院 产 品 的

压抑感。

开山之作。
从细节的设置到整体的项目

众多属性加成， 定位亦为高端住

风格， 中海丽春湖地块将高标准

宅，但作为“限价房”项目，其价格

打造“低总价、小户型”的亲民产

却很
“亲民”。 在其所在地块中，商

品。 据了解，其规划设计的 88 平

品住房销售均价不得超过 59610

方米墅区三居， 设计团队曾花费

元每平方米， 且最高销售单价不

大量时间去故宫、 恭王府等北京

得超过 62591 元每平方米。

的皇家府邸参观、研究，提取中式
坐卧丽春湖畔，中海丽春湖项
目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的两倍有余。
宽阔的湖域面积，以及大片的

北京西北部自然景观丰富、负氧离
子高的社区。

施、医疗资源也同样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地处海

而中海丽春湖项目虽然具备

“该地块虽处在低密住区，我

经典符号融入建筑， 以实现更为

们进行前期市调时却发现， 购房

纯粹的新中式风格。

人对该区域中小户型产品更有意

项目南侧即为丽春湖湿地公

湿地公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绿色

事实上，中海丽春湖地块不仅

淀区北部、紧邻沙河高教园。海淀，

在户型方面， 中海地产设计

向。 ”项目负责人解释，项目虽能

园，“丽春湖” 水域面积达 3500 多

生态系统，形成
“
天然氧吧”。 值得

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周边配

历来以教育强区著称，沙河高教园

团队充分考虑了家庭成长需求变

设计成低密度的高端产品， 但为

亩，相当于 7 个北海，比昆明湖大

一提的是，项目还位于北京北中轴

套设施也非常完善。 永旺购物中

则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落实“科

化，通过空间的拓展，以期形成三

了满足更多刚需、刚改、改善类购

500 多亩。 丽春湖作为温榆河的发

通风廊道的“新风气源口”——
—马

心、华联购物中心、沃尔玛、八达岭

教兴国”战略而确定的两个大学园

室两厅的优化布局， 满足从两口

房人的置业需求，在设计产品时，
特意以小户型为主。

源地， 是北京一条四季长流的河

池口新风通风廊道之上。 北京的

奥特莱斯等购物场所，可完全满足

区之一，规划总用地面积近 12000

之家到三代人居住不同时期的功

流，四季水源充沛，因此被誉为北

风向由西北到东南，空气经过上风

高端生活购物需求。 公园配套中，

亩，目前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

能需求。

京的“母亲河”。 隔湖相望的是京

口的净化， 经过项目位置，PM2.5

除了丽春湖和滨水森林公园外，还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等

同时， 设计团队还在建筑面

推出建筑面积为 88 平方米的三

北的湿地公园——
—滨河森林公园，

含量常年比中心城区低，负离子含

有如沙河闸公园、温泉公园、碧水

多个高等院校已入驻园区，具有优

积为 88 平方米的基础上，做到功

居洋房和品质合院两种高品质产

总占地面积一万多亩，是朝阳公园

量则比中心城区高 2~5 倍， 成为

风荷公园等 10 余处公园。 娱乐设

质的教育资源。

能分区明确， 户型南北通透、方

品，首期产品预计于近期入市。

据悉， 中海丽春湖项目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