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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总裁高级研修班的同学，在微信群里众筹开饭店，结果经营不
善，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10月26日，海淀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开店近4年，欠债300余万元；网友调侃道，总裁太多，没人干活，能不倒嘛

“清华总裁班”30多人合开饭馆，也破产了

据债务人称，设立公司
的想法最初是在微信群里发
起的，群内成员有 120 人左
右，均是清华大学总裁高级
研修班2007年至2013年不
同班级的同学。公司最初发
起设立时有31名股东，股东
均签署了《清华总裁会馆众
筹项目自然人/企业法人入
股登记表》，后增加至 34 名
股东，后增加的 3 名股东则
签署了《入股协议书》，期间

又发生部分股权转让。
现公司注册资本 680

万元，34名股东均认缴出资
20 万 元 ，持 股 比 例 均 为
2.94%。

公司主要经营位于清
华大学东门附近的一家主
题餐厅，但自 2015 年开业
经营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期间虽多次调整经营模
式，但仍未能扭亏为盈，目
前已经停止经营，经股东会

决议向法院申请破产。
根据债务人提交的财

产状况说明及债务清单，公
司资产目前仅余账户资金
5000 余元，所负债务 20 余
笔总计 300 余万元，此外还
有 100 余名客户办理的充
值卡费未退。

目前，法院已经指定管
理人，后续将依法对债务人
资产、债权债务等情况做进
一步清理。

微信群发起众筹，股东每人出资20万元

尽管海淀法院网没有
点出餐厅的名字，但“总裁
班”“股权众筹”这样显眼的
标签，还是不难在网上找到
线索的。记者搜索发现，这
家经营不善的主题餐厅叫
作“华清缘”。

百度百科词条显示，华
清缘（北京）餐饮股份有限
公司，由 31 名清华总裁发
展促进会（“清促会”）会员
以股权众筹的形式发起创
立。

2015年1月，华清缘主
题餐厅开张时，“清促会”的
官网发文介绍了当时的盛
况。来自全国各地的 150
多名领导、嘉宾、股东、同学
和合作机构代表共同见证
了这个重要时刻。”

“餐厅位于海淀区双清
路 88 号华源世纪商务楼三
层，距离清华东门和清华科
技园仅100米。餐厅经营面
积1166平米，拥有餐位216
个，内设9个大小豪华包房，
一个容纳100多人的宴会大
厅，及一个饮茶休闲、举办展

览及沙龙的展厅。”
“餐厅菜品以新派湘菜

和创意融合菜为特色，不仅
美味可口，从精致点心、特
色炒菜、生猛海鲜、滋补靓
汤到上等的燕鲍翅参，应有
尽有，而且注重挖掘和塑造
菜品的文化内涵和养生功
能，打造以价值、健康养生、
文化为特色的华清缘系列
菜品和配套服务。”

其官网资料显示，“清
促会”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
在北京正式成立，接受清华
大 学 职 业 经 理 训 练 中 心

（注：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管理）的指导。旗下有
投融资、房地产、医疗健康、
文化旅游、纺织服装等多个
专业和产业合作委员会。

在大众点评上，华清缘
餐厅全名为“华清缘·南国
小厨”，最近的一则顾客点
评发生于 2017 年 11 月，目
前门店状态为“暂停收录显
示”，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
了，是“经营不善”导致关
张。

记者多次尝试拨打大
众点评上提供的餐厅电话，
其语音自动提示为“欢迎致
电华清缘主题餐厅⋯⋯”但
始终无人接听。

那么，除了海淀法院网
披露的“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期间虽多次调整经营模
式，但仍未能扭亏为盈”以
及具体财产状况，还有没有
更多“经营不善”的细节？

记者从裁判文书网获
取的一份判决书显示：2017
年，华清缘公司拖欠某供货
商酒水款近 4 万元，该供货
商于今年2月向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今
年 6 月，一审判决华清缘公
司还款后，华清缘公司提出
上诉，到今年8月，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此 外 ，天 眼 查 信 息 显
示，2015 年 2 月，该餐厅受
到海淀区食药监局行政处
罚 ，罚 款 5000 元 ；今 年 3
月，华清缘公司被最高人民
法院公示为失信公司。

这家餐厅曾被最高法院公示为失信公司

那么，“清华大学总裁班”是个什
么班？上这个班的是真总裁吗？

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清华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管理培训部的朱老师，朱
老师告诉记者，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的确有针对企业高管的培训、研修
项目，但是对外招生时不会用“总裁
班”的说法，项目名字中也不会使用

“总裁”等字眼，“清华大学对立项的要
求很严格，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

记者随后在网上查询清华总裁
班，却见到不少以“清华大学总裁班”
为名的项目招生信息。

在一个名为“清华大学高级总裁
研修班招生信息网”中，记者看到其最
近正在招录的“物流与供应链总裁高
级研修班”项目，招生对象是物流企
业、电商、制造业董事长、总经理、高
管，要求具备“专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
管理工作经验”；该项目每两个月集中
面授 3 天，共 12 次课程，学制两年，总
计 36 天，学费 6.8 万元一人，不包含食
宿行等费用。

记者致电该网站，对方称网站仅
是提供全国各大院校的在职硕士、在

职博士、研修班等招生信息的，清华只
是其中一个项目。

在另一个名为“清华大学总裁培
训网”的网站上，研修班涉及专业方向
称得上“包罗万象”：从营销管理到人
力资源，从国学文化到女性素养，多达
数十个招生项目。学费最便宜的也要
近2万元，最贵的高达79.8万元。

记者致电“清华大学总裁培训网”
招生咨询电话，负责人称他们不属于
清华大学任何一个学院，是独立的机
构，不过他向记者承诺，“来授课的都
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至于报名者自身
的条件则十分宽松，并不需要真的是

“总裁”或企业高管，甚至不需要一定
的工作履历，“很多人都是冲经营人脉
来的”。

开饭馆赔了的清华总裁研修班，
到底属于以上哪一种情况，现在暂不
明朗。至于 34 个总裁为什么管不好
一个饭馆，网友称“总裁太多，没人干
活，能不倒嘛”“清华总裁研修班的毕
业生眼高手低，一个小餐馆都办黄了，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北京日报 每日经济

总裁班的学员真的是总裁吗

10 月 26 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8胡润套现企业家30强》显示，
54岁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及
其家族减持美国上市公司阿里巴巴

（NYSE：BABA）股份后获利 110 亿
元，成为“2018套现大王”。

10 月 27 日，阿里方面称，过去
一年马云和阿里巴巴董事局副主席
蔡崇信按计划减持股票是兑现公益
承诺的必要执行动作。阿里同时质
疑榜单专业性。

阿里质疑“胡润套现榜”动机

胡润套现榜显示，自 2017 年 7
月以来，马云家族持续减持其所拥
有的美股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的股
份，减持套现额达到 110 亿元，目前
阿里巴巴市值近3万亿元。

此前 10 月 10 日刚刚发布的胡
润百富榜显示，54 岁刚刚宣布将退
休 的 马 云 财 富 增 长 700 亿 元 ，以
2700亿元时隔4年再次成为中国首
富。

阿里回应称，早在阿里巴巴赴
美 IPO 前的 2014 年 4 月 25 日，马云
和蔡崇信就一起宣布，捐出他们在
阿里巴巴拥有的、总体规模为阿里
巴巴集团总股本 2%的期权，用于成
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支持环境保
护、医疗健康、教育发展和公益生
态。

为了兑现这一公益承诺，2017
年9月，马云与蔡崇信的慈善基金会
签订了售股计划：从 2017 年 10 月
起的 12 个月内，按照事先确定的条

款，马云和蔡崇信将分别出售相应
数量的股票，以达成公益慈善承诺。

阿里表示，过去一年，他们出售
的股票，正是对这一计划的执行。

阿里方面称，在此次“胡润套现
榜”发布前，从未与胡润团队有任何
形式的数据交流和事实核查。对于
片面关注财富、且严重缺乏事实依
据的胡润榜，阿里巴巴对其准确性、
专业性尤其是社会价值表示质疑。

胡润否认制榜时收受企业礼物

针对阿里的质疑，胡润方面立
即作出回应。

10 月 27 日，胡润告诉记者，在
制作榜单过程中，会尽量联系上所
有的企业。但是如果是上市公司，
就可以直接从公开披露信息中计
算。

胡润研究院 27 日公布马云套
现的计算过程，主要参考对比阿里
巴巴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年报。

对于有媒体称“胡润不时会受
到富豪们的邀请，甚至有直接送物
送钱等行为”，胡润对记者回应称：

“我们能做到今年第二十年发百富
榜，主要是因为用了公平公正的方
法，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企业家要求
上榜或者下榜而收过钱。”

胡润方面补充道，百富榜制作
过程中，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实际上，“套现榜”是胡润“百富
榜”的子榜单，胡润每年还发布慈善
榜和公益白皮书。

澎湃新闻

胡润否认制榜收礼

马云登顶“套现”榜单惹毛阿里

一名用户在大众点评上上传的餐厅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