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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墙内度过了五个寒暑之后，吴英
站在了鬼门关前，浙江省法院终审判决吴
英死刑。在周围声音嘈杂的司法通道内，吴
英的父亲和代理律师仍在坚持法律的救
济，寄希望于最高院能不受干扰地完成死
刑复核程序。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将这一未了的结
局，归罪为官员和权贵的勾结，“官员是个别
的，权贵也是个别的”，2月 12日晚，吴永正
在东阳租住屋里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说：“吴英罪与非罪对我不重要了，吴英
现在死与活，也都不重要了。但必须讲个理！
（如果）你们敢以权乱法，我就敢以身试法！”

东阳市委、市政府及公安局则一致口
径地拒绝不请自来的媒体采访。

在最高院尚未复核之前，法律界、经济
学界“刀下留人”的呼声不绝。（详见本报第
三版）吴英的代理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杨照东 13日晚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采访时说，“据我们了解，卷宗还没有报
到最高院。我们已经把委托手续递至最高
院。负责任地讲，谈不到乐观，但还是应该

有机会。最高院无论从执法水平、专业水准
乃至司法理念、审判环境等方面都比较完
善，所以相信最高院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正
确的。”

“复盘”本色

“在第一个半年之内，我没怎么说话；
我要把事情搞清楚，没搞清楚之前，不会轻
易发声的。”吴英终审后，吴永正以“吴英的
父亲”为用户名，在新浪注册了微博，作为
与公众沟通的窗口，并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过去的五年，他一直艰难地复盘大女儿布
局的本色集团，他认为现在自己已基本整
理明白，“但是资产清单、查封清单，都没有
给我们。你要查，必须把原始资料还给我，
我一样一样给你查。”

如今的吴永正，租住在东阳市区的一
间单身公寓内，屋内一床一柜、一桌一电
脑，桌前多放一张椅子的空间都没有。吴永
正不会用电脑，小女儿吴玲玲帮他把“吴
英”的百度新闻搜索设置为首页，“我每天
晚上几乎全部要看过，看到三点左右。”

（下转第二版）

本报专访吴英父亲吴永正，试图还原吴英案真相

吴英已申诉至最高法院

紫竹评论

中国金融改革呼唤“南巡讲话”

1月 18日到 2月 21日，是邓小
平到南方视察 20周年的日子。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是中
国当代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历史事件。“南巡”的意义在哪里？简
单地说，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
面临的最大难题，即要不要走市场
经济道路的问题，焦点是放权和收
权的问题。

然而，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 20
周年似乎是政界或者是学术界的
事。眼下，舆论的关注点是发生在浙
江省东阳的吴英事件。这件事似乎
与“南巡讲话”精神有着深刻联系，
因为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关系到金融
改革的放权与收权问题。

吴英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一
个只有 31岁的青年人，创业失败、
陷入高利贷深渊、最终走上涉嫌集
资诈骗这条不归路。人们对一个集
资嫌疑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
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从官方
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的罪名似

乎是成立的。但是舆论给出了截然
相反的看法。2012年 1月 18日浙江
省高级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
吴英死刑后，短短半个月间，该案已
经演变成一起法治事件，一个名叫
“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日高
密度更新相关评论；我国高校学者
和知名律师致信最高法为其求情；
有的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投
票显示，绝大部分投票者认为吴英
罪不至死。

一起案件的法律裁定和社会舆
论如此背离，实属罕见。从这个意义
上讲，吴英一案的要害并不仅仅是
吴英作为个体的生命，人们将其上
升到是否保护市场经济改革的问题
来认识了。吴英一案，将中国金融体
制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明确地提了
出来。

研究吴英案不能不研究吴英案
发生的背景。我们身处一个市场经
济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史时
期，一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的时代，
一个对资本的渴求和现行资金供给
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

化的时期。当民间金融正常运行时，
相关部门默许它存在；当出现问题
时又严厉制裁，这个恶性循环应该
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中小企业
亏损或者资金链紧张，我们的金融
体系是不是应该为企业提供保障？
到底是以实体经济发展起来为标
准，还是金融集团自身快速发展为
标准，这是制度建设中需要严肃对
待的课题。

改革开放已经 30多年了，金融
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
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
足，便要寻找其他渠道，可以说没有
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的贡
献。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
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
供给里面，会有一大批搞企业的人
拿不到银行的资金。

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
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
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
活跃但也极度危险。民营企业近年
来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
垄断，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

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
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
资管理的综合措施，这已成为业内
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共识。如何
应对目前的经济困难。有两个途径
非常重要：一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
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二是放活民
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两方
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破解当前的
金融体制垄断的难题。

从政治上说，杀了一个吴英，有
杀鸡儆猴之效。据中国人民银行一
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温州地区
的地下资金就高达 1600 亿元，若以
一个“庄头”运作 10亿元来计算，那
么就活跃着 160 个“吴英”。放眼全
国，大大小小的“吴英”当以万计。

然而，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
思考吴英案，拯救金融秩序将无从
谈起。如果杀了一个吴英，民间资本
从此便可以进入金融体制，能够破
解当前的金融体制垄断，吴英则功
莫大矣。而事实上，吴英是杀不绝
的，悲剧将继续发生。

（下转第十二版）

———二十评发展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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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过后

2月 10日下午 3点半，彭山灵石第一幼儿园。
挺着大肚子的付珊拿着钥匙向幼儿园大门徐徐

走来，她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
听到老公获救的消息，付珊动情地说：“等老公

回来，我和孩子要一起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付珊的丈夫张乾辉是 141（乌阿公路）项目部的部

门主任。2011年 10月 18日，他们刚刚结婚。半个月后，
张乾辉就要返回苏丹，继续完成乌阿公路的修建任务。
“他去苏丹后，我们每天都通电话，”付珊说，1月

27日、28日，接连两天电话中断了。事后第三天，付珊
得到确切消息，知道自己老公就在被劫的 29人中。
“亲朋好友都知道了我老公获救的消息，亲人都从

四面八方赶来我家，想一起陪他好好过个年。”付珊说。
此时，在水电七局家属区里，推土机手潘建国的

妻子余春梅正坐在电脑前，在“被劫持员工家属 QQ
群”里，和其他家属分享喜悦的心情。

潘建国是去年前往苏丹乌阿公路 141项目部参
加工作的。这次在苏丹被劫持之后，妻子日夜盼望，
每天都焦急地搜索着来自苏丹方面的消息。“终于把
他盼回来了。”余春梅说，她要多准备点建国最喜欢
吃的香肠、腊肉，给丈夫接风。

2月 9日晚上 9:28分，随着搭乘中水电工人的
飞机缓缓停靠在成都双流机场，中水电全体员工及
工人家属多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历经整整 11天，
264个小时，15840分钟的魂牵梦萦之后，在苏丹被
劫持的 20多名工人终于平安回来了。

同日，在苏丹遇袭中安全脱困转移的中水电 17名
工作小组人员也已经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成都。

从下午 4:30 分就赶到机场安排迎接工作的中
水电公司七局宣传部主任张占国直到晚上 10 点半
也没顾得上吃晚饭。“所有的员工穿得很单薄，仅仅
穿着一件西装外套，里面是一件衬衫。公司给他们分
发了羽绒服，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回家的温暖。”张
占国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明天上午公司为他
们统一体检后，会分别把他们护送回家。”

惊魂 11天
“体检结束，等待结果，看祖国，哪里都美，哪里

都爱。”2月 10日，孙世伟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这
样的话。刚刚毕业、被中水电国际公司派驻苏丹实习
的孙世伟，因为在劫持事件中表现淡定而一下子受
到全国媒体的关注。

24 岁的孙世伟曾经在微博上抱怨自己学习了
小语种，并且因为由此被派驻苏丹，过着“晒着午后
的太阳，喝着苏丹红加点糖，寂寞着”的生活，调侃自
己是在“流浪”。

1月 25日，孙世伟在新浪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
话，“按照农历来看，24 年前的那个龙年的正月初
二，那个零点一刻，我出生了，谢谢爸爸妈妈把我养
大，谢谢两个姐姐关心爱护，一直比较调皮，一直不
是很乖，一直不省心，谢谢你们不嫌弃我，24 了，要
有个大人样子了，本命年，没有红袜子红腰带，只有
一颗红彤彤的心，北非很远，心很近”。

（下转第二十五版）

本报记者贾晶晶

上图：吴英受审时的情景。本报资料图

下图：提及吴英未来命运，吴永正一筹莫
展。 本报记者 丁仕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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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年前的邓小平“南

巡讲话”核心内容是提倡
放权搞活，推动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20 年后发生在浙江涉嫌
吴英案实质是金融体制
放权搞活、垄断资本与民
间资本冲突问题。“吴英
该不该杀”的网络讨论，
折射出社会对金融体制
改革的强烈诉求。本报认
为，支持中小企业与放活
民间资本是金融体制改
革的急迫任务。中国必须
再来一次思想解放，遵循
“南巡讲话”精神，打破金
融垄断体制，以金融体制
改革拯救中小企业，拯救
中国实体经济。此前，本
报已发表 19 篇发展实体
经济的评论文章，此为第
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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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丹被劫中国工人返乡：
看祖国，哪里都美，哪里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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