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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恒天董事长张杰被查 十年操盘千亿资产

证券时报记者 岳薇

10

月

18

日下午， 中纪委网站

公告，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资

委纪检监察组、 北京市纪委监委消

息，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距离张杰执掌中国恒天正好

十年时间。

2008

年初，张杰短暂就任中国

恒天副董事长一职， 半年后被任命

为中国恒天董事长。 当时恰逢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张杰就任后，开始

推动集团结构调整、 产业整合，并

推动企业管理体系改革，当时有媒

体称中国恒天开始了新时代的转

型之路。

而从那时起， 张杰也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媒体和公众和视野中。

央企一把手“陨落”

自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后，记

者再次登录中国恒天官网发现，在

领导成员信息一览，张杰头像已被

迅速“下架”。

10

月

16

日早间， 已有自媒体

爆料称张杰日前被中纪委带走调

查， 被指与中国恒天旗下金融融资

平台恒天财富有关。当天早间，恒天

财富发布内部通知进行撇清， 称公

司销售产品与中国恒天董事长张杰

被查无任何关联， 并表示未收到任

何配合调查的通知或要求。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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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记者注意到，

10

月

15

日上午， 中国国际纺织机

械展览会暨

ITMA

亚洲展览会在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共有来自中

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瑞士等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

多家纺机

企业参展， 其中大陆展商

1200

多

家，海外展商超过

500

家。作为龙头

企业的中纺机集团 （即中国纺织机

械集团）自不会错过。

据了解，当天上午，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高勇，

原国际纺织制作商联合会（

ITMF

）

主席、原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原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天凯、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会长王树

田等领导和嘉宾莅临中纺机展馆参

观指导。中国恒天副总裁、中纺机集

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叶茂新，经纬纺

机党委书记、 常务副总经理吴旭东

等陪同参观并介绍各主力机型。 而

作为中国恒天现任董事长的张杰却

没有出席。

另外，

10

月

15

日，中国恒天官

网发布了集团党委巡视办召开巡视

工作座谈会的消息，消息称，根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

10

月

11

日下午，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巡视办组织召开了巡视工作座谈

会。 会议由恒天集团（亦即“中国恒

天”）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洪生主

持。 巡视办主任、巡视组组长、副组

长和巡视办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同时，在同一官网页面，有关

张杰出席的各类活动新闻链接均

已无法打开，这包括

9

月

17

日，张

杰和外部董事一行到宜昌纺机调

研；

9

月

11

日下午， 中国恒天召开

“双百行动”改革工作启动会议；以

及

9

月

7

日，绍兴市政府与中国恒

天的战略合作协议暨

REDS

新能源

汽车生产研发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在

柯桥举行。

据称，

REDS

新能源汽车生产

研发基地项目年产能总规划

20

万

台，总投资约

150

亿元，张杰当天

在签约现场表示，中国恒天将携手

绍兴持续把纺织产业做好，把纯电

动汽车做强，为绍兴经济发展更上

一层楼作出积极贡献。

张杰其人

张杰生于

1961

年

7

月， 汉族，

安徽怀远人， 博士研究生，

1983

年

毕业于东华大学化纤高分子专业，

1983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8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级工程师。

后就读北大国际 （

BiMBA

）

2000

级

EMBA

。

张杰曾在纺织工业部化纤司

工作，历任纺织工业部化纤司综合

处副处长，中国纺织总会化纤产品

开发中心副主任，华纺房地产开发

公司经理，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董事、董事长、副董事长，中

国恒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中国华源集团公司总裁，中国

恒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董事长、

党委书记。

2005

年，国务院国资委第一次

拿出两个正职职位进行全球公开招

聘，其中一个就是华源集团总裁。时

任中国恒天副总经理、 有着北大

EMBA

教育经历的张杰通过层层考

核选拔， 被国资委任命为华源集团

总裁。

华源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医药

集团及纺织集团， 其中纺织产业是

华源集团的基础产业。 由于快速扩

张并购， 华源集团负债高企，

2005

年， 华源集团因资金链紧绷而陷入

整体危机， 张杰在这时进入华源集

团，被委以特殊使命。

2006

年，华润

集团临危受命，重组华源集团。重组

后的新华源实行双总裁制， 原华源

集团总裁张杰继续出任总裁， 负责

具体运营工作。

2008

年

1

月，张杰被调回中国

恒天任副董事长，半年之后升任董

事长。 当时有媒体将这次调任称

为张杰 “人生经历中的一次完美

轮回”。

回首这一段往事， 张杰曾对媒

体表示，“华源转型的失败， 看似是

因为其负债率高、短债长投造成。事

实上，其失败的本质在于，它用传统

产业产生的现金流去支撑它对新产

业的转型， 而它传统产业的实力又

不够，所以只能靠负债去实现转型。

这样一来， 一旦银行的信贷政策调

整，马上企业就会出问题。 ”

这成为张杰思考的问题， 当时

他认为， 必须同时开动运用资本运

作和科技创新两个轮子， 才能不断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于是，他推动中

国恒天以资产结构调整带动企业结

构调整， 并开始了金融布局和资本

市场的布局。

之后， 中国恒天这家老牌纺织

机械企业开始形成了纺机、金融、汽

车多个板块共同发展的经营格局。

从现在来看，这可能也为张杰的“落

马”埋下了伏笔。

恒天十年

中国恒天成立于

1998

年，由原

国家纺织工业部所属中国纺织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和

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工

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中国化

纤总公司、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等

六家企业组建而成。 是国内唯一以

纺织装备为核心主业的央企， 其纺

机主业综合实力在国内纺织机械行

业位居第一，是全球规模最大、品种

最全的纺机企业。

目前中国恒天拥有二级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

24

家，境内外控股上市

公司

3

家，包括经纬纺机（

000666

）、

恒天立信 （

00641.HK

）、 凯马

B

（

900953

）， 参 股 华 讯 方 舟

（

000687

）、恒天海龙（

000677

）、赛

晶电力电子（

00580.HK

），分别持有

华讯方舟和恒天海龙

14.94%

和

10.19%

的股份，为两家公司的第二

大股东。 是一家资产规模稳定在

900

亿元、利润规模在

30

亿元左右

的大型企业集团。

具体来看中国恒天控股的这些

上市公司：

经纬纺机： 是中国恒天旗下的

以纺织机械为主业，兼营商用汽车、

医疗设备、 农用机械以及信托业务

的 上 市 公 司 ， 中 国 恒 天 控 股

58.32%

。

恒天立信： 创立于

1963

年，是

业界首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 核心

业务为设计、 制造和销售供纺织行

业使用的染整机械设备， 同时经营

不锈钢材贸易及金属铸件生产业

务。

2011

年

6

月并入中国恒天，中

国恒天控股

55.94%

。

凯马

B

：公司

B

股于

1998

年

6

月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2008

年

4

月， 中国恒天通过股权收购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近年来，公司通过加快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 推动有

进有退工作， 逐步退出了市场过度

竞争的农机产品，形成了载货汽车、

中小功率多用途柴油机、 工程 （矿

山）机械、机床、小型机电产品和进

出口贸易六大业务。 中国恒天控股

31.6%

。

中国恒天组建以来， 通过股权

划转、并购重组、战略合作等多种方

式， 整合了境内外

20

余家纺织机

械、商用汽车、纤维材料、纺织服装、

金融信托等企业， 如今业务范围已

形成纺织机械、商用汽车、纺织及贸

易三大主业，涵盖纺织机械、纺织贸

易、新型纤维材料、商用汽车及工程

机械、金融投资、文化、资产管理等

业务单元。

目前中国恒天以“聚焦主业、战

略转型、价值创造”为工作方针，逐

步构建“高端制造、金融创新、文化

服务” 的一体两翼发展格局， 创新

“资本投入

+

人力资源

=

资产价值

+

现金流回报”的总部价值创造模式，

运用科技创新与资本运作两个轮子

推动企业持续快速增长， 努力成为

全球最具盈利能力和影响力的纺织

装备制造企业， 全球纺织贸易和新

型材料业务细分市场最具影响力的

供应商， 中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

用车细分市场的领先者。

中国恒天成立至今二十载，张

杰执掌了其中十年，可以说，中国恒

天由一家传统的纺织企业发展形成

当下的多主业格局， 与张杰个人不

无关系。

张杰“野心”

所谓风正劲，旗高扬。就在两年

前，张杰还不时接受各路媒体专访，

忆往昔，谈未来。

自

2008

年上任后，当时全球金

融危机和资本市场正处于低潮期，

但张杰坚持认为，企业筹措资本，进

行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的重组与整

合， 其实是为了推动下一步新业务

板块的转型升级———用资本市场的

力量推动科技进步。

当年， 中国恒天就开始了频繁

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实践。 以机械

制造板块为例， 先后并购重组了长

天九五、立信工业、荷兰

GINAF

汽

车、斯洛文尼亚

TAM-DURABUS

、

欧瑞康非织造布设备业务单元等企

业及资产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其中

有民营大佬，也有外资巨头。

有扩张也有“收缩”，或者说股

权和业务层面的闪转腾挪， 比如在

中国服装、 恒天天鹅和恒天海龙的

进入与退出。

张杰的“野心”不仅在于产业运

作层面，他认为，在实业与资本结合

的时代， 产融结合才能实现资源最

大化配置， 真正的产融结合是将公

司核心资产证券化， 让金融业务和

实业相互融合、相互输血，形成一个

企业运营的完整生态。

张杰认为，借助于资产证券化，

可以衍生出融资业务、投资业务、资

本中介业务、 风险管理等多种商业

形态， 可以打造金融同业合作的新

模式， 由以往的竞争关系发展为合

作共赢关系， 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

从之前的牌照竞争向多层次的业务

模式转型。

进军财富管理市场， 也是中国

恒天和张杰的战略目标之一。 通过

旗下金融平台， 中国恒天在自营业

务中布局“私募投行、资产管理、财

富管理”三大板块，逐步涉猎货币市

场、资本市场、金融衍生产品、房地

产投资、风险投资等领域。

张杰对于未来的愿景也不时见

诸媒体， 他说：“不能着眼于未来的

企业，何以跟得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不谋布局天下的企业， 又何以决胜

未来？ ”他认为，如果说金融是经济

的血液，那么支付就是金融的血管。

张杰认为，人类未来的一场“终极金

融革命”将在支付领域酝酿。

他还构想过打造全球交通互

联网，到那时，汽车将成为全球交

通互联网的路由器，成为人类移动

生活的泛平台及第一移动终端。 在

他的新能源汽车梦想中，恒天新能

源汽车将打造一个真正的全球生

态系统， 泛平台移动平台将不再仅仅

是交通载体， 而是人类未来生活的入

口、接口。

根据中国恒天制订的“十三五”规

划，到

2020

年，中国恒天的目标是营

业收入达到

1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实

现净利润总额

80

亿元左右； 集团要

统筹完善“一体两翼”业务格局，构建

“三中三恒两平台” 的集团企业管理

体系。即以“中纺机集团”为平台的纺

机业务企业体系、以“中国化纤”为平

台的纤维材料企业体系、以“中国纺

织贸易” 为平台的纺织贸易企业体

系；以“恒天汽车集团”为平台的汽车

业务企业体系、以“恒天金融控股集

团” 为平台的金融投资企业体系、以

“恒天文化投资集团” 为平台的文化

创意业务企业体系；以“中国恒天控

股（香港）”为境外融资及资本运作平

台、以“恒天金石”资本市场平台，构

建和完善子集团体系建设，打造专业

化管理体系。

“十三五”行至半程，

2017

年

6

月

29

日，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恒天整

体并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成为

其全资子企业， 大股东由国资委变为

国机集团， 不再作为国资委直接监管

企业。

此后，媒体出现“自此纺织再无央

企”的言论。 彼时，张杰接受了多家媒

体的采访， 表示中国恒天整体划转进

入国机集团后， 未来仍将按既定战略

发展，而在国机集团支持和帮助下，有

望用

3

年时间实现“十三五”发展战略

目标。

如今，张杰落马，其在媒体面前侃

侃而谈的未来版本， 以及集团 “十三

五”官方规划都与其不再有任何关系。

东方园林：质押风险可控

实控人拟出让不低于10%股份

证券时报记者 岳薇

昨日早

7

点左右， 一则北京证监局提请包

括中信证券、平安证券、招商银行等在内的

20

余名东方园林（

002310

）债权人谨慎采取措施的

建议函在微信群流传。 随后，早上

8

点，东方园

林的一则针对大股东股票质押的澄清公告打破

盘前宁静。公司透露，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及唐凯

拟出让公司不低于

10%

的股权，谈判对象为相

关央企和地方国资。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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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记者采访东方园林相关

人士， 对方就债权人处置问题以及实际控制人

对外转让股权等事件进行了正面回复。

债务、质押风险均可控

昨日早间流传的由北京证监局下发的建议

函称， 为避免东方园林控股股东何巧女及其一

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风险传导至上市公司，严

重影响公司经营稳定， 也为了维护全体债权人

的整体利益，证监局召集

20

多名债权人参加集

体协商会议。会上，东方园林控股股东表达了积

极还款的意愿并提出了具体的偿债计划， 绝大

多数债权人表达了支持公司稳定发展的意愿，

并表示会审慎处置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

此后，有媒体从多家券商处证实，多家券商

的信用交易部门收到了有关部门下发的建议

函， 提请债权人给东方园林控股股东化解风险

时间，暂不采取强制平仓、司法冻结等措施。

半年报显示，东方园林实控人何巧女和唐凯

夫妻分别持有公司

41.52%

和

7.65%

的股份， 何巧

女的弟弟何国杰持有

0.64%

的股份， 何巧女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49.81%

的股份。

在东方园林昨日早间就大股东股票质押发

布的澄清公告中， 公司表示控股股东何巧女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股

13.43

亿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

50.07%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质押股份

11.13

亿股，占

其持股比例

82.88%

，目前整体质押风险可控。

对于上述消息， 东方园林接受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状

况在安全线内， 这次协商是上级主管部门考虑

到目前股市异动情况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东方园林称， 目前公司债务及现金流状况

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质押股权问题目前没有平

仓风险， 对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不会有任何影

响。公司已针对各种情况做了应对方案，控股股

东也将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积极履行偿债义务，

目前都在积极有效推进中。

10

月

12

日，东方园林公告，公司当年累计新

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

。数据显示，东

方园林上年末的净资产为

113.7

亿元，上年末借

款余额为

84.05

亿元，今年新增借款金额

22.91

亿

元，目前借款余额为

106.96

亿元。

东方园林表示，公司融资渠道畅通，随着经

营规模扩大，经营资金需求随之增长，年度新增

借款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不会对公司偿

债能力造成实质影响。截至公告日，公司经营状

况良好，有充足的支付能力还本付息。

拟引入国资股东

在澄清公告中， 东方园林还透露了一则重

大消息。

公司称， 控股股东拟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保

障质押安全， 实控人何巧女及唐凯拟出让占东

方园林总股本不低于

10%

的股权，出让股权所

筹集资金将用于归还股票质押融资， 以大幅降

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

公司控制权变更。

据了解， 东方园林实控人目前已与相关央

企、地方国资进行了多轮谈判，相关进展情况将

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公告。东方园林称，中国生态

环保事业有非常大的行业空间， 在河流治理等

生态修复领域及工业危废处置领域， 公司将与

国有资本展开全面合作，优势互补。

东方园林于

2009

年

11

月上市， 距今已有

9

年， 何巧女和唐凯为公司主要发起人。 这期

间， 东方园林逐步从传统园林景观行业转型升

级为生态环境建设运营企业。

2017

年，东方园林的营业收入首次跨过百

亿大关，达到

152

亿元，同比增长

77.79%

，净利

润近

22

亿元，同比增长

68.13%

。

东方园林在今年半年报中预计， 受益于公

司在环境综合治理和全域旅游市场的项目优

势，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仍将获得

20%-

50%

的同比增长。

在半年报中，东方园林已透露，将为旗下拥

有优质资产的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降低子

公司和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水平。

而对于控股股东拟引入国资股东的公告，东

方园林相关人士则告诉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以

公司公告为准，并特别提醒，公司股权集中，实控

人的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该人士表示，东方园林一直保持稳健经营策

略，本次新吸纳战略股东的决策以符合上市公司

利益为原则， 控股股东将由此获得大量资金，降

低股权质押风险，公司有望从中获得大量项目机

遇和当地政府财税政策支持， 此次引入国资，将

为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直接实质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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