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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圈地 2000 亩建设高科技产业园，
曾被指“高科技骗局”

解密湖北咸宁祥天“空气动力汽车”
本报记者 张家振 咸宁报道

继庞青年在河南南阳布局的

达到了低能耗、绿色环保、低碳零
排放的目标”。
在咸宁祥天副总裁室，一位

赴纳斯达克上市“圈钱梦”
“公司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转板上市，
然后再来发展这块业务。
”
根据规划，湖北省咸宁市高新

长、总裁为周登荣。

发展轨道。

2012 年开始就曾多次陷入涉嫌传

负责人告诉记者，空气能发动机
和汽车主要是北京的祥天控股负

区横沟桥镇的祥天产业园在现有

咸宁祥天与祥天控股同样渊

责 研 发 ，两 家 公 司 没 有 任 何 关

建筑基础上还计划建设一栋综合

源颇深，两者拥有千丝万缕的关

祥天控股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在纽

曾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被内蒙

系。咸宁祥天负责品牌宣传的黎

办公大楼和产品展示、销售中心，

系。在公司官网“新闻动态”信息

约曼哈顿举行了路演大会，周登荣

古赤峰警方抓捕归案。

姓负责人则表示：
“空气能发动机

并配套建设员工生活区，不过记者

未删除之前充斥着大量关于祥天

表示，公司在今年启动了多个具有

据《IT 时报》此前报道，祥天控

（以下简称“咸宁祥天”
）生产车间

项目已经停滞好几年了，以现有

在现场看到，综合办公大楼在完成

控股的信息，其中一条称祥天控股

高度发展前景的新兴项目，顺利朝

股（集团）有限公司曾以研发出一

看到，车间仅摆放着一辆车身写
有“祥天空气动力试验车”的大巴

的智慧很多问题目前没法解决。
”

基坑作业后停工已久，旁边临时搭

董事长周登荣获颁国际名人录协

着今年底正式转挂纳斯达克主板

款“不加燃油就能跑、以空气为动

建的施工工棚也没有工人留守。

会
“2018 年度国际企业领袖”大奖。

的方向稳健前进。

力”的高科技汽车为名在民间进行

“水氢发动机”
引发争议后，
湖北咸
宁一家主打“空气动力发动机”研
发、
生产的企业开始走入公众视野。
6 月 3 日，
《中国经营报》记者
在咸宁祥天空气能电力有限公司

和空气动力发动机供展示，并无
任何生产迹象。
咸宁祥天官网资料显示，公
司拥有热泵系列、太阳能光伏组
件、超高压空气压缩机和空气能
发动机系列四大产业，官网介绍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本

此外，据咸宁祥天官网介绍，

销和高科技骗局的质疑，周登荣还

报记者介入调查后，目前在咸宁

据当地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

据 媒 体 报 道 ，2018 年 4 月 10

此前的 2018 年 4 月 10 日，周登

60 亿元的“原始股”募资，每月有高

祥天官网“新闻动态”和“产品介

透露，主要还是因为公司缺钱，接

日，三河祥天与美国软银资本集团

荣也公开表示，祥天控股成功研发

达 3%的利息回报率，相当于年利

绍”栏目中关于空气动力发动机、
空气动力汽车方面的内容已全部

近 20 层的综合办公高楼之前还有

合作在美上市集中签约仪式在咸

的
“空气动力”
技术由美国软银资本

率 36%。

塔吊，后来停工后也被拆走了，现

宁高新区管委会举行，
“ 这标志着

在美国路演峰会上郑重推荐，将顺

《内蒙古日报》也报道称，赤峰

删除，
“ 四大产业”中仅剩热泵系
列和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介绍。

在只剩了一些生锈的钢筋和积满

祥天控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

利地在下半年度正式提出申请并转

市红山区警方于 2014 年 7 月 19 日

水的基坑水塘。

气动力发动机研发、生产工作从此

挂纳斯达克主板进行交易。

打掉一个涉案金额高达 20 亿多元

有大量空气动力发动机和空气动

针对更多疑问，
本报记者向咸

也正是由于缺钱，也成为了祥

但从目前进展来看，祥天控股

的特大传销案，4 名主要骨干成员

力大巴车、中小巴车和商务车等

天集团空气动力发动机搁浅多年

祥天控股总裁周登荣、三河祥

及其旗下三河祥天显然还没有实

被抓获。据警方通报，隶属于北京

样品，并声称动气动力大巴车“完

宁祥天指定邮箱发送了采访函，
截
至发稿时未获任何回复。本报将对

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的主要原因。对于项目进展，祥天

天董事长周剑、美国软银资本亚太

现赴美上市的雄心壮志。咸宁祥

祥天控股集团的赤峰市银基祥天

全使用压缩空气作为主动力源驱

公司空气动力发动机项目进展、
赴

动发动机，机械能转化为驱动能，

集团总裁、法人代表周登华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回应称，现在没投产，

区总裁成大卫、咸宁市招商局局长
彭光平等均出席了上述签约仪式。

天上述分管宣传的负责人也告诉
记者，公司正处于上市静默期。而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采取拉人头的

美上市进程等事项予以持续关注。

没钱，这个需要大批的资金来做，

记者留意到，
在签约仪式上，
彭光平

祥天集团官网也已无法正常打开，

销，并最终将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的

没有几十个亿不要动它，另外还要

表示，咸宁市将全方位大力扶持区

仅提示“正在升级维护中”。

祥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

跟汽车制造的企业来合作，解决资

内企业发展，为区内企业做好各项

值得注意的是，同属于周登荣

质的问题。

服务工作，推动企业快速进入良性

的祥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早在

方式吸收大量资金，涉嫌非法传

项目已停滞多年
与公司对外宣传描绘的愿景相比，
咸宁祥天空气动力发动机还
仅停留在研发阶段，
并未实现市场化。

登荣及其他 3 名主要骨干成员抓
捕归案。

周登华强调，空气动力发动机
在湖北省咸宁市高新区横
沟桥镇，头顶“湖北省重点建设

列 KTA19 型等，并宣称空气动力
发动机
“不需要燃油，
不燃烧，
无须

项目”
“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电力点火，
零排放，
动力强劲”
。

市场前景非常好，主要原理就是利
用高压空气带动发动机做功的物理
过程，
利用电能充气然后再储存，
车

“咸宁市百家诚信企业”等诸多

而在空气动力大巴的介绍

光环的咸宁祥天耸立在咸安大

中，咸宁祥天方面表示，型号为

道路边，占地 315 亩的办公区和
厂房建设已接近尾声。

祥天 A4-0001 的大巴样车时速

辆在行驶过程中包括刹车、颠簸也
可以补充气，
但技术也还要提升，
有
一些配件还需要国外采购。
可达 140 公里/时，续航里程 200
缺钱的祥天集团将目光转向了
6 月 3 日，记者在厂区看到，

公里，
“ 空气动力物理机械做功，
海外资本市场。
“公司计划在美国纳

除咸宁祥天外，还有咸宁市三河

完全使用压缩空气作为主动力

祥天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祥

源驱动发动机，机械能转化为驱

斯达克转板上市，然后再来发展这
块业务。”周登华表示，空气动力汽

天中电（湖北）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也在此办公。咸宁祥天能源控股

动能，达到了低能耗、绿色环保、
低碳零排放的目标”。

车市场肯定好，
使用成本比较低，
但
现在想跑太远不可能，活动半径比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祥天集

不 过 ，在 咸 宁 祥 天 副 总 裁

团”
）官网介绍称，公司前身为咸

室，一位负责人否认上述产品为

宁三河祥天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

咸宁祥天研发，而是北京的祥天

现在的汽油、
电能成本要低。
不过，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币，
旗下还拥有三河市

控股负责研发。
“ 不知道那边的
情况，两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周登华对外声称赴美国达斯达克

祥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京山三

咸宁祥天黎姓负责人也告诉记

河祥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祥

者，空气动力发动机技术主要是

天中电（湖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祥天控股负责，咸宁祥天现在没

湖北金力液压件有限公司和湖北

有做新能源汽车这一块。

荣恩堂酒业有限公司等。
咸宁祥天厂区宣传牌信息

“这项技术单纯从技术层面
来讲的话，
确实是有价值的，
但是

显示，公司于 2013 年正式成立并

这项技术需要长期的研发过程。

入驻咸宁高新区，2015 年厂房建

空气能发动机项目已经停滞好几

设主体完毕，公司拥有全国领先

年了，以现有的智慧很多问题目

的太阳能光伏、空气能热泵、超
高压空气压缩机及空气能发电

前没法解决。
”
上述黎姓负责人同

发动机的研发生产线。

车只用空气就可以行驶，实际上
是通过压缩空气作为动力，这个

记者在咸宁高新区未找到上

料与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等产

示，除上述 315 亩产业园外，咸宁

而在 2018 年 4 月 10 日，三河祥

述 2000 亩祥天高科技产业园项目

业。其中，在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

景相比，咸宁祥天空气动力发动

在技术上是毋庸置疑的。

机还仅停留在研发阶段，并未实
现市场化。记者在公司生产车

尽管上述两位负责人极力
否认咸宁祥天参与空气动力发

祥天还于 2018 年启动了咸宁高新
区 2000 亩祥天高科技产业园项目

天与美国软银资本集团合作在美
上市集中签约仪式上，在祥天控

的具体所在和任何建设进展，除公
司自身对外宣传的信息外，目前上

产业发展方面，将加强新能源汽车
电池、电机及电控系统等关键零部

建设，并在咸宁市 2018 年春季招

股牵头下，周剑分别与美国软银

述“航天主题乐园”
“上市集群产业

件研发，实施新能源汽车应用示范

间看到，车间仅摆放着一辆车身

动机项目，但记者在厂区看到，

商会上，与当地签约有空气压缩

资本集团签署了“转板纳斯达克

园区”和“山东齐鲁客车新能源电

工程，将咸宁市建成新能源技术研

到处有空气动力发动机和新能

机和空气能热泵投资项目，总投资

主板服务协议”，与美国航太汽车

动汽车产业园”也未有任何开工落

发 和 产 业 化 基 地 ，并 提 出 了“ 到

大巴和空气动力发动机供展示，

源汽车的宣传身影。例如，在公

并无任何生产迹象。
在公司官网上，
咸宁祥天对外

司五楼办公区张贴有“空气动力
高铁发动机系列”宣传牌，在公

约 8 亿元。
咸宁市横沟桥镇“十三五”发

集团公司签署“新能源汽车制造
合作协议”，与中国航天国旅签署

地的信息。
祥天系公司在咸宁的一系列

2020 年，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业
总产值达到 200 亿元”的战略目标。

展草案显示，将依托咸宁祥天项目

“航天主题乐园合作协议”，以及

布局与当地发展重心高度契合。

展示了众多空气动力汽车发动机

司大门口的大幅宣传牌也对外

平台，加大加快规划调整和控规力

与美国软银资本集团签署“上市

2018 年 4 月 2 日，咸宁市政府印发

目被当地列入了“打造华中清洁能

展示着祥天集团拥有的“空气能

度，建设 2000 亩祥天半小时经济圈

集群产业园区合作协议”，与山东

的《咸 宁 市 科 学 技 术 创 新“ 十 三

源示范基地”的工作重点，
“推动实

品，
例如空气动力汽车发动机系列

热泵、养生药酒、燃油添加剂和

6105 型、空气动力高铁发动机系

新能源超跑”产品。

的配套产业园，积极拓宽发展融资
方式，做好园区土地的收储和招商

齐鲁客车签署新能源电动汽车产
业园合作协议。

五”规划》
（咸政发〔2018〕8 号）提
出，将重点发展光电子信息、新材

施新能源汽车应用示范工程，为我
市绿色崛起提供强大动力”。

如市内、
公交车非常好，
成本肯定比

上市的公司主体为祥天集团旗下
的三河市祥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河祥天”
），公司董事
长为周剑。不过在公司此前的对
外宣传中，三河祥天又被描述成是
中国祥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祥

记者在咸宁祥天空气能电力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车间仅摆放着一辆车身写有“祥天空气动力试验车”的大巴和空气动力发动机供展示，并
无任何生产迹象。

张家振/摄影

天控股”
）旗下的子公司，后者董事

与公司对外宣传描绘的愿

写有“祥天空气动力试验车”的

和空气动力大巴车、商务车等样

拟圈地 2000 亩建高科技产业园
咸宁市横沟桥镇“十三五”发展草案显示，将依托咸宁祥天项目平台，加大加快规划调整和控规力度，建设 2000 亩祥天半小时经济
圈的配套产业园。

时强调，很多人会简单理解成汽
咸宁祥天厂区内的宣传牌显

引资工作。

而祥天空气能等清洁能源项

贵阳楼市浮沉录
本报记者 郭少丹 贵阳报道

断机制，
在5月的最后一天迎来变化。
当天出让的一宗地块在触及土地

未触发相应的拍卖终止程序，
最终的成

作为去年当地市场快速攀升后

价在一年多时间内从每平方米均价

交价格停留在了7000多元/平方米的位

出台的调控机制之一，土地拍卖熔

6000 元蹿升破万元后，调控政策组

置上，
由此释放的信号颇受外界瞩目。

断机制见证着贵阳楼市的起伏。房

合拳的出台，
市场回调持续至今。

市场摇摆
5 月底的贵阳楼市，为加

执行近一年的贵阳土地拍卖熔

楼面价6000元/平方米的熔断价后，
并

快 季 度 回 款 ，各 大 楼 盘 纷 纷

价格回落
过去的一年多，贵阳楼市迎来

“出招”。
金科龙里东方推出“五万
重大功能设施落户于此。这成为观山

持续平稳数月。

里程 35 公里，
贯穿贵阳市观山湖区、

143 平方米，均价约 12300 元/平方

从安居客监测的数据看：
贵阳市

云岩区、
南明区、
经济开发区等多个

米，除最后两栋高层外，其余已经

元抵用券”
“赠送 2 年物业费”
“高光”
时刻，
10 个主要城区中有 6 个

湖区各大楼盘推售的最大卖点。

等措施；万科新都荟则提出交
城区的房价由单价 6000 元/平方米

“这是城市核心，卖一套少一

住房均价从 2018 年 1 月每平方米

城区。1 号线沿线附近间隔不远就

售罄。项目占地面积 73 万平方米，

升至破万元。
“地段好”
“地铁盘”
“配

套。”这是九樾府项目销售人员极

7666 元一路涨至 10 月高点每平方米

有地产项目在建、在售。房地产线

备案名为“贵阳中航城城市综合体

套”
“湖景”
“山景”
“空气好”
……都

力向外推售房源时的常见说辞。5

10207 元，随后逐月下跌至 2019 年 1

上平台信息显示，
贵阳地铁 1 号线沿

棚户区成片改造项目”，早期由贵

成为当地楼盘营销热词。

月 28 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走访

月每平方米 9628 元，
2 月出现小幅回

线在售包括住宅、商住、写字楼、商

阳中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观山湖区，
是贵阳市下辖的各个

九樾府在售房源时了解到，项目户

升之后，
继续跌至今年 5 月的每平方

铺等地产项目超过 50 个，其中住宅

于 2018 年由万科接盘。

新兴城区中，
楼盘均价相对较高的热

型均在 120 平方米以上，精装房售

米 9367 元。记者综合多个房地产线

项目近 40 个；
待售项目超过 19 个。

点城区。观山湖区被贵阳市定位为

价 1.33 万元~1.4 万元/平方米，毛坯

上平台信息获悉，
贵阳市目前在售楼

“地铁 2 号线开通后，我们就是

际项目在贵阳是排名前列的大盘，
占

“双核多组团”
中的
“双核”
之一，
是贵

房 1.3 万元/平方米。据项目销售人

盘超过 130 个，
其中住宅项目超过 90

地铁房，升值空间很大。”位于观山

地面积 120 万平方米，
除待开通的地

阳市新兴的政治、
经济、
金融、
文化、
交

员介绍，项目曾在去年 9 月达到 1.5

个；
待售项目超过40个。

湖北京西路与金阳大道交汇处的

铁 2 号线，
项目自建的配套也是其推

通中心，
市级行政中心、
“数博会”
举办

万元/平方米的高价，
但此后受调控

2018 年 12 月 1 日，贵阳市首条

万科新都荟工作人员表示，带装修

售的卖点，
该项目目前正在建造主体

地贵阳国际会展中心、
高铁站等多个

政策影响，价格滑落至当前水平后

轨道交通 1 号线全线正式开通，
全线

高层在售中，户型建筑面积约 95~

结构，
对外售价1.4万元/平方米。

1 万元送车位；5 月 31 日，九宸
府的工作人员称收到内部通
知，
”
九宸府浅山组团洋房将于
6 月 1 日全面封盘，
暂不对外销
售；
同时为配合小高层推售，
剩
紧邻万科新都荟的中铁逸都国
余的少量洋房价格即将全面上
调……”6 月 5 日，该工作人员
称，花园洋房每平方米已提价
三四百元。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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