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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闵云霄/文

“官煤”链条

“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可以安心回家了。”5 月 18 日，38
岁的范元忠说。

范元忠，陕西省横山县韩岔乡白岔村村民。去年 10 月，
因白岔村村民阻挡东方红煤矿无手续生产，被警方集体拘押
48人，通缉 9人。范元忠就是通缉嫌疑犯之一，半年多来，他
先后前往内蒙、宁夏等地躲藏，逃避警方抓捕。

此前的 4月 23 日，被关押的 5 位村民被横山县检察院
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赌博罪起诉，然而 5 天后的 28日，
5位村民全部被保释。案情为何如此急转而下？当地流传着
“村民上访惊动高层，中纪委、陕西省委开始调查”的消息。本
报即将发稿时，记者获悉，横山县政法委书记张建平，县公安
局局长吕新春已被调离。
在矿藏富集的横山县，东方红煤矿和当地百姓的争端已

经长达 8年之久，拉锯式的矛盾不断升级。而煤炭老板们争
夺的同时，大量公职人员也纷纷“潜入”，切分资源利益。

8年争端
白岔村位于陕西省横山县境内，群山环抱，交通闭塞，是

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原村落，东方红煤矿位于距慕中山村民组
不远的山坡下。2003年，当地人王成保把东方红煤矿转让给
尚建军，当时煤矿只有 1.5 平方公里的采区，当地百姓发现
水井开始干枯，全村 500 多人面对饮水困难，同时出现几十
户房屋开裂，迫于无奈，东方红煤矿不仅和当时受害的慕中
山村西洼村民小组签订了调解协议，而且与尚未受到影响的
另外两个村民小组也签了同样的调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为：甲方对乙方的住宅、水井及辅助设施造成损坏，为此进行
一次性补偿，每个村民小组补偿 19.8万元到 29.6万元不等。
“但是这点钱，分到每一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房屋

开裂住户更多，我们发现煤矿方越界开采。”根据村民白培华
的介绍，2005 年白永志夫妇和白永旺夫妇前往煤矿“讨说
法”，两兄弟被公安拘留 20多天，释放不久，70多岁的白永志
因病去世。白永志的两个儿子上煤矿“讨说法”，两人再次被警
方关押。2006年和 2007年，针对东方红煤矿的越界开采，横
山县矿管局曾经勒令矿上停产整顿，但开采行为没有停止。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愤怒的慕中山村民不断找东
方红煤矿论理，然而，矿上以双方签过一次性补偿协议为由，
将村民拒之门外，双方为此发生了多次冲突。 让村民意外
的是，东方红煤矿把阻挡煤矿生产的 7 位村民代表白成凯、
薛亚军等人告上了法庭。
横山县法院调查后认为：东方红煤矿虽然在 2006 年和

2007 年有过越界开采行为，但后来经过整顿，已停止了越界
开采，所以它的采矿行为属合法的生产经营，应受法律保护。
法院据此判决，7 位村民代表赔偿煤矿停产损失费每天
20055.92元，累计达 800多万元。

此事一度引起热议，7名村民代表不服，又上诉至榆林中
院，榆林中院基本维持了横山县法院的判决，只是将赔偿金额
由原来的每天两万多元降为每天赔偿 3281.09元，总计 130
多万元。 面对高达百万元的巨额赔偿，村民们愤愤不平，“把
我们地下采的空空的，还要判我们赔钱，逮我们的人。”

两级法院的判决都基于东方红煤矿是在合法经营，其
实，7位村民代表是从 2007 年 6月 16 日起开始阻挡东方红
煤矿生产，而 2007年 9月，榆林市榆神煤炭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作出的《影响评价》里认定：东方红煤矿目前正在开采北
五、六巷和南三巷，其中北四巷和南二巷以东开采已越出井
田边界。

颇具戏剧性的是，法院判决后，胜诉的东方红煤矿董事
长尚建军又同意拿出 290 万元对慕中山村 120 户村民进行
搬迁。但是村民认为，这点钱平均到每家才两万元左右，还不
够修窑面。就搬迁补偿问题，村民和东方红煤矿多次沟通，始
终未达成一致。谈判破裂几天后，横山法院以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为由，对其中两名村民实施刑事拘留。

（下转第四版）

访谈

本报记者 李志豹 /文

特稿

近期，九牧王、真功夫、土豆网等
民营企业纷纷被曝存在股权纠纷等
产权问题，这对企业的上市进程、品
牌形象乃至未来发展都带来了很大
的影响。

然而，这些进入人们视线的产权
纠纷事件只是民企产权问题的冰山
一角，更多的产权问题就像“不定时

炸弹”，一旦引爆将对企业的发展造
成难以预知的破坏。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八百多万
民营企业家们必须高度重视起自身
企业的产权治理问题。

事实上，民营企业的产权治理一
直备受企业界、经济界人士的关注，
但是遗憾的是，表现在企业身上，却
没什么实质进展。那么，哪些因素制
约了民企的产权改革？我国民营企业

产权制度的建设存在哪些问题？民营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又应该
走什么样的路径？带着这些问题，本
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
会长周德文。

产权明晰原地踏步

《中国企业报》：请介绍一下民营
企业产权制度建设的现状。

周德文：总体来看，我国民营
企业的产权制度建设仍处于产权
不明晰的初始阶段，一直以来没有
发生多少改变。目前，没有解决产
权问题的民营企业相当普遍。而
且，许多民营企业还没有认识到产
权的重要性，甚至幼稚地认为由私
人拥有的民营企业不存在产权问
题。

（下转第五版）

专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

民企产权改革迫在眉睫

能源企业港股上市潮
国内新能源、电力企业扎堆 H 股

IPO。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公司已

于 5 月 19 日通过香港证监会聆讯，
将于 6月上旬在香港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估计在 40亿港元以上。”接近北
京能源投资集团核心管理层的某人
士说。

除京能清洁外，华能新能源和顺
风光电也正进行 H 股上市冲击，而此
前大唐发电新能源、中电投和国电龙
源等多家企业也都在积极谋求上市
或已成功登陆。

去年 9 月 10 日，京能清洁能源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为北京市
属最大的清洁能源发电企业。成立不
足一年，就剑指港股上市，正式开始
港股 IPO之路。
“新能源电力扎堆港股上市，除

新能源业务发展迅速以外，也体现出
新能源发展中或有巨大的资金缺
口。”某业内资深人士对本报记者表
示。

京能清洁上市

京能清洁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
的清洁能源企业，是京能集团以京能
科技为平台整合集团燃气热电联产、
风电、水电、光伏发电、集中供热等清
洁能源业务，并积极引进外部战略投
资者而组建的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
司。

接近京能集团核心管理层的权
威人士告诉记者，京能清洁 5 月 19
日已经通过聆讯，6 月中旬将进行全
球路演，7月正式上市，此次吸引的资
金，50%用来投资新项目，20%购买备
品备件和技术。目前京能集团用的是
GE的机组。2 0%用来补充流动资本
金，10%用于债务替代。

现在该公司已聘请高盛集团和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负责安排上
市事宜。据称京能清洁此次 IPO得到

北京市支持，现在京能集团管理层全
力以赴处理上市事务，并且志在必
得。

2007年，京能集团下属的以火电
为主营业务的京能国际曾冲刺 H股，
但最后却未能上市。之后京能集团推
出“低碳新平台”京能科技，欲再次冲
刺香港资本市场。

2009年 8月开始，京能集团以京
能科技为平台整合集团下属包括风
电、水电、光伏发电等在内的清洁能
源业务，通过无偿划转和协议转让等
方式，将其清洁能源资产“打包”整合
进入京能科技，同时将京能科技原有
的与主业相关性不强的业务和资产
予以剥离。自 2009年 5月始，多次向
京能科技增资并引进战略投资者，提

前为京能科技登陆港股铺垫。
另据京能集团 4 月在其网站发

布的信息显示，预计京能清洁 2011
年的净利润约为 8 亿元。有媒体报
道，根据京能清洁公开发行 H股不超
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30%计算，预计筹
资额将不超过 48亿元。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
世界更加看重安全新能源发展机制，
要求安全清洁发展，增加了一个安全
的理念。清洁安全的新能源更受追捧，
华能新能源此次在京能清洁前面
IPO，受到好评，更增加京能清洁信心。
北京模式

我国清洁能源发展迅速。至 2010

年底，非化石能源累计发电量 7862
亿千瓦时，按发电煤耗折算约合 2.63
亿吨标准煤。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处室介
绍，“十二五”纲要已经通过，北京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低碳经济，谋
求替代煤电。“十二五”期间，北京
将全部集中供热，并以燃气代替燃
煤发电。
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每年供

热增长较快，供热点也增加，这增加
了企业的发展机会，也增加了资金压
力。除燃气业务外，京能清洁能源掌
握着北京惟一的风电项目，这都为京
能清洁带来机会，为其上市成功增加
筹码。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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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矿产纠纷 57人集体拘押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