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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地求生 | 隆庆祥服饰
151亩地块突现司法网拍

8月13日，两宗位于中牟
县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司
法拍卖，在阿里拍卖频道上
线。

据拍卖信息显示，被司法
拍卖的两宗土地合计151亩，
属于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片
区。

阿里拍卖页面显示，两块
土地的初始竞拍价格7.28亿
元，将于9月17日开始竞拍。
根据上述数据换算，拍卖地块
平均起拍价480万元/亩。

“在郑东新区绿博白沙组
团，出现每亩480万元（起拍
价）的地块。这相当于天上掉
馅饼。”某知名房企河南公司
一负责人举例说，2016 年 7
月，亚新集团曾以9.64亿元拍
得 64 亩 ，折 合 每 亩 地 价
1517.87万元，创下绿博白沙
组团“新地王”。

此后，记者多方求证，了
解到上述两宗地块的持有人
为隆庆祥服饰。8月14日，隆
庆祥服饰相关负责人齐建平
在接受采访时也予以证实。

隆庆祥的名号，在河南并
不陌生。作为“中华老字号”
的隆庆祥，拥有四百年家族制
衣史，是一家以专业“量身定
制”高档西装、衬衫，定制皮鞋
为主营业务，兼营多种服饰类
产品，集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服
装企业。

那么，隆庆祥服饰与隆庆
祥集团有何关系？

齐建平称，隆庆祥服饰与
隆庆祥有着历史渊源，但当前

并无股权关系。前者实则为隆
庆祥运作地产板块的一个地产
公司。

据企查查网显示，隆庆祥服
饰及隆庆祥传承人袁小杰，近年
来卷入失信和欠债的漩涡中无
法自拔，而多数债务与此次拍卖
的地块有关联。

今年年初有媒体报道，有望
在今年年底开盘的“蓝城·玫瑰
园”，系隆庆祥为偿还债务，而与
蓝城联合开发的。但齐建平称，
这是误解，两宗被司法拍卖的地
块区位刚好与蓝城玫瑰园项目
隔路相望，因而被外界混为一
谈。

记者近日前往该地块走访，
发现现场依然荒草丛生，无动工
痕迹。

据了解，在该地块周边，平
均房价已突破万元。在过往5
年，郑州房产市场历经数轮亢奋
上涨的背景下，隆庆祥为何甘守

“寂寞”呢？

巨债压顶 | 7亿卖地=7亿
巨债，“被卖地”是为偿债

隆庆祥服饰“被卖地”，是为
偿债。

事实上，有关该公司深陷巨
债风波，其创始人袁小杰被北
京、郑州等地法院列入失信人名
单等话题，近两年在河南经济界
与坊间从未平息过。

而隆庆祥服饰最近一次巨
债炸雷是在今年2月。

当时，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郑
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曾
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
公告。公告称，隆庆祥服饰通过
隆庆祥服饰及袁小杰、袁俊芳、
郑州市衡器厂有限责任公司等
担保的共计2.93亿元债务，受

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不过，2.93亿元债务，仅
仅是隆庆祥服饰与法人袁小
杰身后债务冰山的一角。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
是河南隆庆祥法律诉讼的集
中爆发期，主要涉及社会贷
款与民间拆借无法按时归
还。

比如，郑州市二七区慈
善总会与自然人窦某先后起
诉隆庆祥服饰，称在2015年
前后借给袁小杰的款项并未
获得按时还款付息，总金额
超 3400 万元；公开资料显
示，隆庆祥服饰还有两起与
此次地拍有关的工程款项诉
讼案存在，涉及金额在2000
万元以上……

上述债务因何而起？
齐建平给出的回答是，

隆庆祥服饰债务根源起于跨
界地产。据其介绍，涉及两
宗地的债务合计超过 7 亿
元。除前述2.93亿元的银行
贷款外，还包括该公司股权
质押的 1.5 亿元债务、所获
4000 万元金融机构纯信用
贷，以及福建某房企为其垫
付的2.3亿元债务等。

也就是说，司法拍卖为
两宗地块标注的7.28亿元起
拍价，与上述地块所承担债
务总额大体相当。

齐建平透露，隆庆祥服
饰也曾试图寻求合作，挽救
残局。“2017年曾有福建一地
产公司介入债务，有意接管
开发，并先后垫付2.3亿元偿
还债务，但此后，因既有债权
人‘拒绝’接收债款，导致此
计划落空。”此后，多家债权
人发起诉讼，推动了此次司
法网拍。

跨界失利 |“袁裁缝”押
注地产梦碎

隆庆祥为何要跨入地产
界？

齐建平的说法是，数年
前，隆庆祥拍购中牟县白沙镇
约200亩（实际面积约151亩）
工业用地，是为筹建服装工业
园所备，计划将郑州火车站地
区南关街的厂区迁出。而参
与该地块竞拍的主体，必须是
服饰公司。

然而，2014年前后，郑东
新区区域规划调整，隆庆祥所
持地块属性由工业用地变更
为商业与住宅用地。“工业用
地与商业用地之间，差额高达
1个多亿，为填上补缴资金，公
司以股权质押方式向银行及
民间市场获取融资。”

其实，在区域规划调整
后，隆庆祥也可做出另外的选
择：将该地块出手套现，或与
其他公司合作，或寻求他处做
新园区开发打算。

城市规划调整仅是外因，
袁小杰希望跨界地产的想法
则是内因。

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2015年，郑州楼市交易一片蓬
勃，住宅地产投资“短平快”和
高收益，催化了袁小杰雄心勃
勃跨入地产界，设计“私人裁
缝级”地产作品这一梦想。

“当年，郑东新区调整地
块规划后，公司内部对土地处
理方式存有争议。”前述知情
人士称，让袁小杰最终决心土
地自持开发有两个因素：其
一，公司内部达成开发员工福
利房的共识，且有金融机构前
来沟通“团购”；其二，在当年
的服企老板圈子里，大多认为
跨界地产是很时髦的事儿。

令隆庆祥没想到的是，
2015年，隆庆祥服饰因首批债
务到期、无法兑现，而地产板
块进度也因种种原因搁置不
前，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出
现，被各种债务“摁”到了现
在。直至3年后的今天，其所
持土地不得不进行司法拍卖。

重整上路 | 隆庆祥重新
“问道”裁缝路

除跨界地产外，隆庆祥前
些年在全国大规模扩张，资
源、资金与其计划错位，亦是
身陷困境的原因之一。

2009年的隆庆祥，身为河
南知名服饰品牌，年经营规模
约2亿元。隆庆祥带头走出中
原，在省内服装行业树立新标
杆。

2010年前后，袁小杰和隆
庆祥启动了两项计划：其一，
在国内大力拓展直营门店，未
来5年计划开200家门店，同
时大力拓展线上渠道；其二，
谋划投资隆庆祥服装产业
园。与之对应的，是隆庆祥运

营团队集体进京，并着手实施
品牌“去河南化”。

这即是北京隆庆祥服饰
有限公司（2011年 6月注册，
以下简称北京隆庆祥）的由
来，亦是其开发于明朝嘉靖、
传承于清朝道光等宫廷戏故
事的渊源。

袁小杰构建的从前店至
后厂的战略布局，从理论上看
是完整的产业链。此后，隆庆
祥启动直营店国内大扩张，并
号称国内规模最大的量身定
制服装企业，拥有百余间直营
店面，覆盖京、津、冀、豫、苏、
皖、鲁7个省市。仅北京一地，
就开设了至少4家门店。在此
期间，隆庆祥还尝试开拓网端
市场，组建电商销售团队。

2015年后，一路高歌猛进
的隆庆祥，遭遇了资金与市场
双重压力。

如隆庆祥一前高管透露，
从当年起，公司即在着手批量
关店，尤其是大型形象店。“盲
目规模化扩张，将公司无意间
带入了零售业的陌生地带。
关店原因很简单，利润无法弥
合门店租金与人工成本。”

需要看到，隆庆祥的主干
业务为职业工装团体订制，这
在其官网上有清晰体现。近3
年来，随着外部消费环境的变
化，对隆庆祥核心客群“拓新”
形成了严峻倒逼。同时，在以
年轻客群为主的网端市场，隆
庆祥的定制服饰难以在短期
内获得施展空间。

不过，袁小杰虽因地产梦
陷入“巨债漩涡”，打断了他的
资金链、被逼入失信“黑名
单”，但总算阻止了祸端向服
饰板块蔓延。2015年2月~3
月，袁小杰在北京隆庆祥“去
痕”，该公司完成法人变更。
此后，隆庆祥服饰与袁小杰，
陆续与集团旗下服装业务脱
钩。

隆庆祥或许面临新的轮
回。隆庆祥服饰所持郑州土
地司法拍卖在阿里拍卖频道
上线后数日，北京隆庆祥发布
消息，隆庆祥2019流行趋势暨
定制新品发布会，即将展开全
国巡演。其中，郑州站活动计
划在本月末举行。

这或许是袁小杰在重思
裁缝“祖业”的真实出路。

隆庆祥跨界遇挫卖地求生
“私人裁缝”涉足地产遇阻，主业扩张陷入困局

8月13日，郑州市中牟县白沙组团两宗建设用地，合计约151亩，以司法拍卖
的名义上线阿里拍卖频道。经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证实，前述土地所有人为河
南省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庆祥服饰），其法人代表是袁小杰。

因欠债被打上“失信”标签的隆庆祥服饰与袁小杰，为何此时才拿出土地“变
现”？当前，其所承担的债务倒逼压力究竟几何，7亿元变现土地还能剩下什么？

此次拍卖的地尚未有动工痕迹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陈沛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