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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国邮政发行《壬辰年》生肖特种邮票一套一枚，中国集邮总公司
同步发行《壬辰年》邮票金砖一组五款，这是我国发行的第三组生肖邮票金
砖，也是中国集邮邮票金砖系列第七组。同时面市发行的还有 1公斤超大规
格高端贵金属产品壬辰年《本命金》、《本命银》。该邮票金砖在全国邮政集邮
柜台及各地集邮专卖店均可订购。《壬辰年》邮票金砖必将在生肖邮金集藏、
弘扬中华生肖文化上创造更大影响力。

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邮票金砖

河北满城强行整合采石业引发争议
一纸政府文件，将河北省满城

县采石行业绝大部分企业打入“冷
宫”。

满城县石渣加工行业发达，是
建材市场中重要的石渣产地。据业
内人士介绍，满城县出产的石渣要
占整个华北市场一半以上。目前，该
县很多从事石渣加工行业的采石场
已经“被停产”。

2011年 12月 26日，记者走访
满城石渣加工行业时，满城一家采
石场负责人赵先生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2011 年 4 月 29 日，整个
石料加工行业被满城县政府以拉闸
停电的手段强制关停，并且当时未
得到相关部门的任何说法。”
“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企业

证照齐全。并没有在安全等任何方
面出现问题，而且所有政府要求缴
纳的款项我都交齐了。凭什么关我
的企业？”赵先生有些激动地表示。

突遭关停
采石企业被分档别类

在已经停产数月的采石场，赵
先生告诉记者，“4月 29日关我们这
些企业时没有任何说法，就是拉闸
停电，统统关停。”

随后，赵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
份由满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所下
达，编号为满政办（2011）79 号的满
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满
城县矿山企业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的通知。该通知后所附的《满城县矿
山企业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中明确
表示，“……确保全县所有矿山企业
2016年 6月底前全部退出……”
该《方案》中对满城县境内各种

情况的矿山企业做了详细规定。按
照采矿许可证期限、距离国家重点
工程的远近以及满城县政府所规划
区域等条件将满城县境内的采石场
分为了三大类。
《方案》中规定，“规划区外采矿

许可证到期的矿山企业依法立即关
闭。”
《方案》中还规定，“按照《河北

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
法》（冀国土资发【2010】39 号）有关
要求，规划区外、国省干道及国家重

点工程两次 1000 米以内的矿山企
业依法限期全部关闭，并依据采矿
许可证期限分类施治……
《方案》中规定，“规划区外、国

省干道及国家重点工程两侧 1000
米以外、采矿许可证未到期的矿山
企业，也依法按采矿许可证期限分
类施治。（1）采矿许可证 2012年内
到期的企业，不允许搬迁至规划区，
采矿许可证也不再延续，到期后全
部关闭；（2）采矿许可证 2013 年 1
月以后到期的企业，允许到规划区
参与新设采矿点竞标，按照‘招、拍、
挂’方式取得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到
期后可延续一次，最多延续两年。竞
标成功的，原采矿许可证转移到新
设采矿点，原企业立即关闭拆除。不
愿搬迁到规划区的，视为自动放弃，
2012年底前依法关闭。未竞标成功
的，采矿许可证不再延续，到 2013
年底，无论采矿许可证是否到期，都
将要按相关政策关闭。”

取舍两难
开工比不开工赔钱

钱先生是满城县采石行业的
“老人”了，其采石场也在 4月 29日
被关停。他向记者表示，“7月中旬，
有消息说可以在验收之后继续开
工。但是整个验收下来要交很多的
费用。如果按照政府要求去做，就算
开工，就连验收需要交的钱也挣不
回来。

钱先生提到的验收在该《方案》
中亦有明确体现，“不属于采矿许可
证到期和立即关闭的矿山企业，提
出复工验收申请，填写验收表。按规
定足额缴纳各种税费，并经相关部
门验收合格后，可于 2011年 7月 15
日后复工生产。未经验收或验收不
合格、私自开工生产的，实行‘一次
查实死亡制’，县政府坚决予以取
缔。”

钱先生向记者表示，“整个验收
程序需要经过 11个部门，并且这些
部门大都收费，虽然根据企业的规
模和储量有一定的区别，但最少的
企业也需要交纳 80万元。这些钱在
政府允许我们生产的期限内是不可
能赚回来的。”
“我的企业属于规划区外、离国

家重点工程 1000米以外，采矿许可
证 2013年 1月以后到期。按照政府

的规定，我如果想继续从事这个行
业的话需要重新在政府规定的区域
内重新竞标。”钱先生向记者介绍。
“我的采矿许可证 2013年 1月

到期。以现在的石渣价格和市场需
求，就算能延续 2年，也基本上仅仅
能把验收所需缴纳的钱挣回来。但
不要忘记，我开工的前提是要搬迁
至规划区内并且将采矿证重新招、
拍、挂的。先不说能不能顺利将采矿
许可证办下来，就是办下来，从以往
的经验来看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再
加上搬迁厂子的钱，可以说肯定会
赔钱。”钱先生表示。

钱先生无奈地说，“开工就会赔
钱，维持现状不开工最多就是不挣
钱。但采石场是我们这些人赖以生
存的饭碗，真的就这么关掉，不但设
备没了，之前交纳的各项管理、资源
等费用也都打了水漂。赔不起啊。”

而相对于钱先生，赵先生的采
石场处境更加尴尬，“我其他条件都
跟老钱一样，但是我的采矿许可证
2012年 12月就到期了。按照规定，
我不能再续。如果交钱验收的话我
赔的更厉害。”

各执一词
企业不满政府说法

记者在随后的走访中对满城县
政府所颁布文件中划分的各类采石
场进行了随机采访，其中绝大多数
处于关停状态。记者发现，跟上述采
石场有类似遭遇的企业很多。而企
业负责人们则因为“交钱开工赔钱，
放弃又太可惜”，大多数都在采取观
望态度。据记者了解，在满城投资一
个采石场仅机器一项就起码要 100
余万元。而很多采石场又是多家凑
钱才开起来的。并且有企业主向记
者反映，《方案》是在 4月 29日关停
企业后才出的，同时规划区也是后
划的。而满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满城县矿山企业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落款时间为 2011
年 7月 11日。确实比企业主众口一
词的关停时间 4 月 29 日要晚 2 月
有余。

2011年 12月 27日，满城县政
府法制办主任冯柱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此次对满城县采石场的
整治是政府对资源的一次整合。”
“首先，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

代价。采石行业的污染很厉害。所以
政府才会有步骤的将其关闭。”冯柱
人说。
“其次，现在满城县采石行业的

特点是小企业多，资源开采不合理。
政府就是要通过整合，合并现有的
小企业减少该行业的从业企业数
量。同时由政府统一规划开采区，这
样才能做到合理开发。”冯柱人表
示。

冯柱人坦言，“本次对采石场的
整合并不是行政性关闭，而是要通
过政策手段让小企业主动退出，最
终达到整个矿山企业于 2016 年 6
月底前全部退出的目标。”

对于先关停而后出《方案》，冯
柱人表示，“如果细抠，仅从环保一
项上就没有一家采石企业一点问题
都没有，所以关停他们是有依据
的。”

而对于上述采石场负责人所描
述的“开工比不开工赔钱”。冯柱人
则非常肯定地表示这种情况不存
在。“现在石渣一方就能卖到 60元；
除去成本，一方就能挣到 30—40
元。就是小的石渣厂一天产量也在

2000方左右。没多久就会把钱挣回
来。肯定不存在亏钱一说。如果亏
欠，怎么会有企业来验收呢？”

2012年 1月 13日，冯柱人再次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有 10
家左右的企业通过了验收，政府正
在组织有招拍挂资格的企业进行竞
标，能竞到标的可以重新颁发采矿
许可证，而没有竞到标的企业政府
会将其关闭。”

而关于竞标的时间，冯柱人表
示，“应该在春节后进行，现在报名
的企业已经有 26家。”

而对于冯柱人的说法，记者从
企业方面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采石场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如果一方石渣能卖
60元，我肯定立刻去交钱验收。但是
哪有这种好事儿呢？现在的石渣最
多能卖到 20多块钱一方。60元钱一
方是天方夜谭。”

赵先生则向记者表示，“60元一
方的情况不是没出现过，但那是在
2008年奥运会期间。当时所有的采
石场都不让开工，而且当时的建筑
业很火，所以石渣就变成了奇货可

居。当时的采石场有时 1天就能涨
五六次价，这才抬到了那个价钱。这
个价钱没几天就落下来了，并且在
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不会出现。而且
小的采石场一天出不了 2000 方石
渣，能达到一半就不错了。”

而对于冯柱人所说的已有 7家
企业缴费并通过验收一事，有相关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确实有 7
家缴纳费用并通过了验收，但是他
们都是处于政府所划的规划区内，
并且采矿许可证时效较长，在政府
规定的时间内能做到不亏，所以才
去验收的。”

而对于以后的发展，2012 年 1
月 13日，满城县采石行业相关从业
人士向记者表示，“都是土里刨食的
人啊，干这个不容易。大家基本上都
在观望，能继续干最好。要是真不能
干了也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否
则不会放弃。整合资源可以，但是要
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做，急功近
利的话会有一批企业死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赵先

生、钱先生、孙姓采石场负责人均为
化名）

本报记者 郝帅

针对个体商户及微小企业主在生产经营中资金周转需求，结合其抵押物
少、用款期限短等特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针对性地推出了“生意红”信贷
产品。广发银行个人信用贷款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分为经营类“生意红”和消
费类“自信一贷”两个品种。“生意红”主要用于个体商户及小企业主的生产经
营、资金周转需求，“自信一贷”主要用于个人大宗消费品，两者同为免抵押、
免担保。贷款金额可达 5万—50万元，期限分为 6个月、12个月、24个月、36
个月，每月等额本息还款。如客户提前还款也不收取费用。

2011年 1月 11日，由新浪汽车主办、江淮汽车协办、全国 200 多家媒体
参与的“瑞风域和畅杯”2011年度十大汽车新闻评选揭晓。本次评选除了公布
2011年度汽车行业十大新闻以外，加入了新浪微博的评说环节，让更多的网
友参与到活动中来。2011年度十大汽车新闻评选活动秉承了前九届评选所具
有的广泛参与性、公开性和公益性。旨在从公众和专业的角度，对每年汽车市
场进行全面总结，同时也为研究中国汽车行业走势的专家和关心中国汽车产
业发展的各界朋友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和平台。

日前，由中国收藏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白酒文化收藏展”在北京中华世纪
坛隆重开幕。为期五天的饕餮大展，将集中展示近百瓶中国收藏级名优珍品白酒，
近 50位中国白酒收藏鉴赏大家与 200多位白酒收藏爱好者参加了开幕仪式。本
届白酒文化收藏展是我国近年来最大规模、最具专业水准的收藏级白酒专业展
览，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展会将同步举行“首届中国白酒文化收藏研讨会”。

汽车 公司

华泰汽车“快、准、狠”地掐准了车船税黄金分割点，凭借“T动力+柴油车”
已经成为中级 SUV市场的先行者。在华泰汽车旗下多款车型使用的 1.8T“卡瓦
奇”发动机，这款高性能全铝合金中冷涡轮增压发动机，采用了革新性的 HON原
EYWELL超高压 TCL-Tech涡轮增压技术，不仅解决了传统涡轮增压发动机的
涡轮滞后问题，实现了与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同的动力响应灵敏度。

华泰国内首款 BUV宝利格是一款豪华商务 SUV车型。从乘坐的舒适性来
说，BUV宝利格可与高级轿车相媲美，同时兼顾 SUV的大空间、多功能、高科技
等优势；从使用经济性来说，宝利格同样讲究低使用成本，不仅维修成本低，油
耗也比其他 SUV更节省。消费者欧小姐承认，这个品牌对她来说有点陌生，最
初主要是想换一辆有档次有品位的 SUV。她一直期盼拥有一辆 SUV，所以才迫
不及待地在广州车展与这款豪华商务 SUV宝利格进行了亲密接触。

2012年 1月 11日，现代汽车（中国）整车销售本部于北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针对旗下两款高端进口车雅科仕（EQUUS）、劳恩斯（ROHENS）发布了为中
国市场量身定制的“现代至尊保障服务”。此项服务工程，将全面增值消费者对
现代汽车的品牌体验，现代汽车将致力于为客户带来前所未享、始终如一的高
端增值服务。现代汽车发布的服务工程着眼于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增值体验，
从与消费者接触的第一步开始，给车主带来更加贴心、更加落地、更加为车主考
虑的增值感受。

当萨博汽车以破产而剧终时，大家的目光终于落在了收购萨博核心技术
的北汽身上。北京汽车在收购萨博两年后，基本完成了对萨博技术的消化吸收
工作。尽管手握萨博核心技术，但北京汽车首款中高端自主轿车要想赢得消费
者“芳心”，还必须要在外观时尚化、内饰品质化方面下足工夫，北京汽车为打
造自主品牌的“精品化”，已在全球汽车设计之都意大利都灵成立了造型办公
室。北京汽车似乎错过了中国汽车市场所谓的黄金时期，但其对于每款车的审
慎态度和对于高品质的不懈追求，也让我们看到了其打造高端自主的决心。

日前，国内领先的城市生活消费指南网站大众点评网发布了 2011年度
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报告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 23个大中型城市消
费者在大众点评搜索和点评的热门商户、电子优惠券下载、购买团购等方面
数据的分析，解读各城市的消费者在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等各生
活领域的消费行为、热点及趋势。据“北京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数据表明，北京
市民消费也开始精打细算，市民对电子优惠券和团购券的使用持续升温，
2011年全年，北京市民通过大众点评团购节省的金额达 2.84亿元人民币。

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30年的资生堂公司日前推出丝蓓绮奢耀三大系列共
18款洗护发新品，并邀请蛯原友里、水原希子、乐基儿、叶熙祺四位中日两地
当红明星加盟代言。据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镰田正志介绍，中
国已经成为资生堂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本次上市的丝蓓绮三大系列产品承袭
了高品质品牌理念及以现代萃取科技进行高度提纯而成的美发臻宝成
分———高纯度山茶花精油，不仅进一步满足了中国女性的使用需求，同时实
现了贴心价格。

中国联通日前举办了“新定义千元智能机 4.0系列新品发布会暨合作
伙伴答谢会”，发布了第一批 4.0英寸大屏、CPU 最高主频达到 1GHz的新定
义千元智能手机。中国联通常小兵董事长、陆益民总经理、李刚副总经理、
邵广禄副总经理出席了发布会。发布会上，中国联通携手宇龙、海信、中兴、
华为、联想、夏新、TCL、桑菲等公司，共同推出第一批 8 款 4.0 英寸超大屏、
1500元以下的智能手机。本次发布的 4.0 系列新定义千元智能机是 3.5英
寸系列的升级产品，在沃 3G 高速网络的支持下必将为广大用户带来更好
的移动互联网体验。

据了解，澳洲奶粉品牌“益智源”奶粉进入国内高端奶粉市场不久，就因
健康安全的品质特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成为家长心中“放心奶粉”的又一新
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益智源在国内两次奶粉行业盛会上分别获得了“最佳
新锐奖”以及“最受消费者关注的新品牌”称号。与此同时，益智源奶粉近似药
品级别的生产工艺，实现了无菌生产，而且益智源奶粉品牌绝对不在国内（异
地）分装，是 100%由澳大利亚原装原罐进口的奶粉。

2011年，整个大幅面打印机市场形势严峻，佳能却逆市而上 ,频出佳绩。
日前，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大幅面打印机产品本部总经理和地润一认为，佳
能拥有全系列大幅面产品，为 CAD、GIS和 GA等领域提供专业实用的解决方
案。具有高速输出、高精度、耗墨量少及专业的色彩管理体系等优势。另外，佳
能还注重环保理念，产品最多减少 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佳能所做的就是
不断完善产品布局，为更多的用户服务。

2011年度十大汽车新闻评选揭晓

北汽打造“精品化”自主品牌

现代汽车发布“现代至尊保障服务”

华泰宝利格重新定义豪华 SUV

华泰汽车掐准车船税黄金分割点

广发行京城力推小微企业信贷

丝蓓绮奢耀三大系列产品上市

环球桑拿健康文化之旅启动

大众点评发布北京消费报告

中国白酒文化收藏展开幕

佳能提供高速高质打印体验

益智源呵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中国联通发布八款系列新品

活动

广汽乘用车公司总经理吴松荣膺“2011年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评
委会认为，从汽车行业的门外汉到广汽乘用车的掌舵者，吴松在短短四年时
间内，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只用 28亿元就打造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工
厂，创造了传祺的“传奇”，粉碎了长期以来自主品牌无法比肩合资品牌品质
的魔咒。更为重要的是，广汽传祺为目前国家倡导的民族汽车工业“自主创
新”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成功案例，走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自主
创新全新路径。

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主办的“2011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新闻发布会暨三层实
木复合地板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三层实木复合地板消
费白皮书》、《中国三层实木复合地板消费调研报告》、《三层实木复合地板选购铺
装指南》及配套视频《三层实木复合地板消费指南》。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对 17家
主流地板企业颁发了“三层实木复合地板推广突出贡献奖”。与此同时，三层实木
复合地板被公认为是一种引领行业发展新趋势的产品，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1月 10日，桑乐金首届环球桑拿健康文化之旅在北京启动。桑乐金董事
长金道明表示，希望通过活动为中外桑拿健康文化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
桑拿健康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更纯
正、更健康的桑拿和桑拿文化。桑乐金“环球桑拿健康文化之旅”旨在促进世
界各地桑拿健康文化的交流，打造世界桑拿健康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
2012年 3月，首届活动将途径芬兰、土耳其、德国，探寻并挖掘当地桑拿趣闻，
促进东西方在桑拿健康方面的文化交流。

三层实木复合地板发展论坛举行

2011年，是首旅集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集团公司圆满完成
2011年预算和北京市国资委下达的 2011年主要经济指标，营业收入创历史最
好水平，实现利润总额 13.52亿元，较去年的 13.1亿元增长 0.41亿元，增幅 3.1%。
2012年，集团将继续围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立足集团多业态、多板
块的行业实际和特点，按照“品牌+资本”的核心发展战略，“打造硬实力、提升软
实力、构筑核心竞争力”，“调整结构、创新经营、强化管理、中国服务”。

首旅集团营业收入创最好水平

广钢集团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再迈出重大一步。由广州市国资委及广钢
集团共同出资建设的广州钢铁博汇一期项目近日正式开业，同时启动二期
项目建设。该项目集自主贸易、交易市场、制造加工、物流配送、码头起水和
仓储、电子商务、期货交割、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等业务为一体，
并具有物流交易管理中心功能，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现代钢铁产业交易服务
平台，目标是建成“全球采购、广州集散、辐射全国”的“广东钢铁国际采购中
心”，形成钢铁行业的“广州价格”。

广钢打造钢铁行业“广州价格”

吴松荣膺“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

满城一家采石场负责人赵先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2011年 4月 29日，
整个石料加工行业被满城县政府以拉闸停电的手段强制关停，并且当时未得到相
关部门的任何说法。” 本报记者 郝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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