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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由全球川商
总会承办的“川商知名企
业家研修班”暨天府商学
院揭牌仪式，在四川省委
党校举行。此次研修班是
全球川商总会“天府商学
院”的首期培训班，200多
名知名川商，将在这里与
专家学者、政府部门负责
人面对面学习交流企业管
理知识，进行政策解读。

天府商学院开班
200多名四川企业家成首批学员

川商总会打造三大全球川商专属平台，引导川商返乡兴业

昨天，沪指大涨25.40点，报收
于3413.57点，逼近前期高点，深成
指 大 涨 0.83% ，上 证 50 指 数 大 涨
1.07%，沪深300指数大涨0.83%，双
双创出本轮行情新高。

大盘重新回到上升通道之中，
沪深两市48只个股涨停，仅1只个股
跌停。这样的行情，是否闻到了牛市
的味道？牛市的感觉，有没有？

牛市是什么味道，是什么感觉，
对多数人来说，或许自留存在脑海
的记忆中了。毕竟，上一次牛市发生
在2015年，但接下来的记忆比较惨
痛。再往前看，就要追溯到10年前的
股改行情了。大家一定还依稀记得，
过去牛市的感觉是，股民排队开户，
资金疯狂涌入，股票更是闭着眼睛
买，随便买一只都要赚钱。

然而，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现
在的A股市场哪儿算得上牛市？前
几天看到一个统计数据，今年如果
扣掉300多只新股，年度取得正收益
的股票只有800多只，而目前沪深两
市一共有3000多只个股。证券公司再
也看不到股民排队开户的盛况，增量
资金也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涌入。同
时，很多人都觉得，眼看着指数涨，却
赚了指数不赚钱，有些朋友资金账户
甚至还在亏损。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达哥还
要说，闻到了牛市的味道？原因很简
单，现在的牛市，已经不是原来的

“配方”，更加不是原来的味道。而这
一切，源自A股市场生态环境的改
变，A股市场玩法的改变。而这种改
变，其实这一两年中已经在潜移默
化中逐渐发生。随着沪港通、深港通
的开通，海外资金开始不断流入A
股市场。海外资金对A股价值投资
理念的树立，开始越来越深刻地影
响整个市场。而MSCI纳入A股的预
期越来越明朗，由海外资金主导的
这一轮行情，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
局。在这样的变化之下，市场开始追
捧蓝筹，追逐白马。

从刚刚公布的三季报看，凡是
港资、QFII大举买入的股票，绝大
多数都是大牛股。只要你愿意跟着
这些资金，长期持有蓝筹白马股，那
就能赚到钱。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行情，是一
轮被海外资金深刻影响的行情，即
便不敢说是超级大牛市，但至少是
一轮局部牛市，或者说是结构性牛
市。而海外资金不仅影响的是投资
思路，同时也使得A股市场更加国
际化。

而从外部环境看，一些主要
市场其实也早已看到了牛市。纽
约股市自然不用多说，港股市场
也已经进入牛市。昨天，恒生指数
大涨近400点，盘中突破29000点。
而东京股市更是牛气冲天，从9月
初以来，日经指数走出了一轮超强
级别的上升行情。在这样的环境
下，A股看到牛市的苗头，也是合
情合理的。

再说这一波行情，已经持续了5
个多月。前几天，眼看指数就要陷入
阶段性调整了，但是本周连续两天
反弹，指数重新回到上升通道之中。
这样的行情，至少中线是可以乐观
的。今年以来，上证指数累计涨幅
10%，上证50指数累计涨幅23.4%，
沪深300指数累计涨幅22.48%，深成
指上涨12.68%，中小板指数上涨
22.46%，只有创业板指数下跌了
5.25%。这样的市场表现，难道没有
闻到牛市的味道吗？

最后，简单说一下对后市行情
的看法。最近两个交易日，大盘强势
收复了30日均线，沪指再次站上
3400点，这再次充分表明了多头强
势的态度。所以，对于后市，我继续
维持中期乐观的观点。至于操作上，
自然也关注大白马的机会。此外多
说一句，如果认为是牛市，或者是局
部牛市，那么简单的操作方法还是
长线持有。只有牛市，才敢炒长线，
震荡市做波段，熊市才炒短线。

（张道达）

A股牛市的味道，
有没有？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3层作价3亿多元拍卖

对于成都人来说，泰丰元创及
其开发的“泰丰国际广场”并不陌
生。

骡马市和春熙路、盐市口，在成
都老百姓心中，是成都中心城区繁
华商圈的代名词，骡马市是成都老
牌甲级写字楼的聚集区。2010年，泰
丰房地产以2.3亿的价格，拿到位于
青羊区人民中路二段的“轻工大厦”
地块，此后将其开发为由一栋32层
的甲级写字楼和5层商业裙楼组成，
高度达150米的“泰丰国际广场”，成
为当时骡马市的地标性建筑，在行
业内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

被拍卖的商业，分别为负一层
2413.06平方米，市场评估价值为
5618.79万元；1层商业面积2224.65
平方米，市场评估价值为14800.15万
元，2层面积为2405.17平方米，市场
评估价值为9600.72万元，这3层商业
起拍价为30019.66万元，拍卖加价幅
度为110万元。

据记者了解，此次拍卖是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信达资产”）申请
执行导致。

早在2016年1月7日，四川省高
级法院受理执行了四川信达资产申
请执行成都泰丰金属材料实业有限
公司、营口元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泰丰元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泰丰元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四
川泰丰集团有限公司、宋元刚、张广
先借款担保合同纠纷。

此后，内江市中院作出（2016）

川10执37号，执行查封了泰丰房地
产位于青羊区人民二段的部分房
屋，但拍卖一度被搁置，直到今年8
月 22 日 ，内 江 市 中 院 重 新 作 出
（2017）川10执恢6号执行裁定书，这
才有了现在的这场拍卖。

还涉及多起债务纠纷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发现，泰丰
元创公司除了与四川信达资产涉及
债务纠纷之外，还与川商融信小额
贷款公司、大蜀青羊小额贷款公司
等牵涉借款纠纷，而泰丰元创的母
公司泰丰集团及关联企业，更涉及
多笔债务纠纷。

作为公司法人代表的宋元刚，
同时也是包括四川泰丰集团等在内
的等多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记
者梳理发现，作为母公司的四川泰
丰集团债务纠纷最为严重，涉诉案
件多达135起，作为被执行人的就高
达72起，先后16次被纳入失信信息
中；而泰丰元创作为被执行人多达
19起，因为未履行多起法院执行，已
经4次被纳入失信人信息。此外，与
四川泰丰集团关联的公司如泰丰元
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泰丰金属材
料实业有限公司等，都涉及多起金
融借款纠纷。

在被执行的众多案件中，其中
金额最高的是上述（2017）川10执恢
6号执行裁定书，执行标的金额高达
5亿元，此外今年8月18日立案的
（2017）川0105执4148号，金额也高
达1.5亿元。

泰丰集团为何在近年来身陷债

务泥潭？
昨日记者来到泰丰国际广场，

骡马市依然人流熙攘，在37楼泰丰
元创公司，记者看到办公区人员正
常办公。“与信达资产其实是正常贷
款合作。”对于记者采访，泰丰集团
一位营销策划部人士告诉记者，泰
丰元创在四川信达资产有贷款，过
去以商业地产抵押，是企业正常的
经营行为，与资金链并无特别相关
联系。当记者问及为何近年来众多
债务纠纷时，该人士表示并不清楚，
她同时也表示，总经理宋元刚近年
来不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随后致电四川信达资产和
大蜀青羊小额贷款公司等与泰丰集
团有债务纠纷的企业，对于泰丰集团
欠下众多债务的原因，均不愿多谈。

澳洲铁矿带来的危机？

有业内人士猜测，当年前往澳
大利亚投资铁矿亏损，或许是让四
川泰丰集团陷入债务纠纷的重要原
因。

2011年前后，不少中国企业出
海投资，泰丰集团也是其中一员。据
媒体报道，2011年11月28日，澳大利
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RB）批准了四
川泰丰集团对澳大利亚费热威斯特
资源有限公司铁矿项目的投资。

据报道，泰丰集团以33亿元人
民币认购澳大利亚Ferrowest Limit-
ed（简称FWL公司）24%股权，成为其
第一大股东。该项目经中国有关部
门批准之后，泰丰集团将正式管理
FWL公司旗下优葛矿项目，FWL持

有该矿66.7%股权，坐拥12亿吨的潜
在磁铁矿资源量。

记者查询铁矿石指数发现，在
2011年10月进口铁矿石曾一度高达
178美元，然而此后受国内钢材市场
需求不足、价格连续下滑的影响，进
口铁矿石价格呈现一路下滑的态
势。到2014年5月之后，进口铁矿石
价格跌至90美元左右。

而2014年这一时间点，泰丰集
团一度突发债务风险被传破产。

据自贡银监局发布消息，2014年
8月14日自贡银监分局牵头成立了全
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应急处
置领导小组，避免盲目抽贷、压贷。协
调各债权银行对四川泰丰集团实施
帮扶，向泰丰国际城等项目注入新增
贷款并实施封闭运行，目前，四川泰
丰集团生产经营已恢复正常。

在当天泰丰集团发布严正声
明，称在澳矿开采的铁矿储量高达
3.5～4亿吨，开采出的21万吨原矿石
已经装船回国，并已实现销售，2014
年计划扩大开采规模，达到350～
400万吨能力，并且称将来澳矿开采
规模将由每年200万吨逐步增加到
每年800万吨开采能力。

泰丰集团这几年众多的债务纠
纷，是否因为当年赴澳洲投资铁矿
埋下了“根源”？

记者随后致电泰丰元创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一位人士告诉
记者，公司在澳洲投资的铁矿已经
不做了，“澳洲公司我们已经在注销
了，其他具体更多情况我们也不太
清楚。”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起拍价3亿多元
泰丰国际广场部分楼层拍卖

骡马市商圈，依然人
流熙攘，但是，这里的小地
标建筑之一——泰丰国际
广场部分物业正被送上拍
卖台。

成都商报记者近日从
阿里巴巴司法拍卖平台上
获悉，11月13日至14日，
成都泰丰元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
元创”）位于成都市青羊区
人民中路二段29号的商
业房产将被拍卖，这个商
业房产正是泰丰国际广
场，不过此次并非整体拍
卖，而是拍卖负1层、1层、
2层共计7042.87平方米
的 面 积 ，起 拍 价 为
30019.66万元，加价幅
度为110万元。

此次拍卖，为法院强
制执行的司法拍卖，据成
都商报记者了解，除了泰
丰元创此次拍卖涉及的
借款纠纷之外，泰丰元创
及关联公司还牵涉多笔
借款纠纷。曾经风光一时
的泰丰集团，为何会身陷
债务泥潭，导致多处资产
被拍卖？

全球川商总会（简称川商
总会）于2016年2月23日在成都
成立。2017年，川商总会打造了

“天府论坛”“天府商学院”“龙
门阵”三大全球川商专属平台，
分别从商业层面、学习交流层
面和情感层面践行了“凝聚全
球川商力量，引导川商返乡兴
业”的宗旨。

近年来，川商人才培养问题
备受关注，省委组织部2017年“创
新型企业家培养计划”中，专门
设立了川商企业家人才培养项
目，“天府商学院”应运而生。受

“胡润商学院”“湖畔大学”启发，

川商总会于2017年8月正式提出
建立“天府商学院”，以满足四川
企业家学习先进管理知识，解读
政府方针政策的需求。

10月15日，“天府商学院”研
修班报名系统上线。第一天就有
100多人报名，第二天更是达到
200余人，而预设的名额只有50
人。川商总会经过紧急协商，将
名额数量扩大到200人。截至10月
27日，共有728人报名。经过筛选，
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川企
业家成为了“天府商学院”第一
批学员。

200多名学员中，年纪最大的

有50后，最小的有80后，行业涉及
体育文化、能源、制造业、服务业
等领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既
有四川省本地的企业家，也有异
地川商代表，以及扎根本地发展
的“新川商”。

11月5日，温州天坤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博从
温州飞回成都，只身前往省委党
校上课，他缺席了6日企业在德
阳投资的大项目——时尚田园
综合体开工。跟唐博情况类似的
不在少数，24名在异地的川商企
业家代表特地从省外赶回，参加
研修班学习。

在200多名学员中，众多80后
青年企业家格外引人注目。

刘洋，1984年出生于雅安市，
两年前创建了四川傲势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人机的
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拥有员工
200多名，其中博士8人，归国留学
生10多人，其核心研发团队中硕
博比例高达80%。短短两年时间，
公司在成都、北京、深圳开设了3
家分公司，产品销往三大洲四个
国家。

郑亚军是北京人，出生于
1983年。5年前一来到成都，就被

这里的创业环境与人文环境吸
引，在这里成家立业，成了“新川
商”。他创建的乔治时代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着力于向成都
年轻人推广英式马术，于2014年
开始进驻各大高校，至今已经有
40多个网点。

对刘洋、郑亚军这样的青年
川商来说，川商总会是四川企业
家需要的平台，有它背书，各川
商企业能高效合作。而“天府商
学院”不仅能帮助像他们这样的
年轻企业家成长，让他们少走弯
路，少犯错误，最关键的是能弥

补他们对政策方针与宏观环境
认知的缺失。通过本次研修会，
年轻企业家能将企业的发展方
向与国家发展方向紧密结合。

多位80后企业家纷纷表示，
国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系列政
策及措施，明确了国家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是国家
对企业家的认可。川商总会还将
为青年川商群体打造专属的“青
年川商专委会”，旨在指导青年川
商在新时代更好把握发展新机
遇，深刻理解新担当和新作为。

此次研修班，学员将集中参加为期5
天的研修班培训。课程将通过专家授课、
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解读政
府政策方针、宏观经济形势，以满足不同
企业家的不同诉求。

在研修班开班仪式上，川商总会会
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作了题为

《美好新时代》的开班专题报告。全国中小
企业商业与股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深圳
前海中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建刚等知名企业家、省委党校社科教研
室副主任郭从伦教授等专家学者与政府
部门负责人，将就顶层设计与股权激励、
打造商会价值、大变革时代的企业治理思
考、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非
公经济“两个健康”等专题，与学员们面对
面进行全方位深度交流。

在11月5日晚举行的川商知名企业
家研修班开班晚宴上，“厨神争霸赛”

“平板支撑”“四川话八级测试”三场活
动，既是游戏也是比赛，赢得满堂彩。

川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川商总会联席会长、蓝光集团董
事局主席杨铿，川商总会联席会长、濠吉
集团董事长严俊波现场变身厨神，来了
一场“厨神争霸赛”。其中刘永好会长的
回锅肉，香味四溢；杨铿会长的麻婆豆
腐，川味十足；严俊波会长的炒面，堪称
面中“爱马仕”。这是一场充满欢声笑语
的晚宴，企业家仿佛都回到了学生时代，
游戏着、玩笑着，散场时意犹未尽。

最大的有50后，最小的有80后

80后青年川商引人注目

大咖秀厨艺
赢得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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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铿烹制麻婆豆腐

天府商学院研修班开班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