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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终得脱，城头已换大王旗。
历经 15个月牢狱洗礼的太子奶创始

人李途纯最终等到了无罪的“正名”，却再
也无法实现重整太子奶的夙愿———这家
他一手创办的企业如今已与他毫不相干。

2月 15日，李途纯的代理律师翟玉华
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翟玉华
称，李途纯案虽过程不堪回首但结论光
明。不管是企业还是企业家，之后肯定会
提起相应的救济措施，“受到侵害之后不
会置之不理”。

“无罪”代价：李途纯净身出户

拘禁 15 个月再加 4 个月取保候审，
李途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 588天之后的 1
月 20日等来了不起诉决定书。
虽然得到了“无罪”的结论，但李途纯

现在已经跟太子奶没有任何关系，太子奶
在被破产之后也更换了股东，变成了三元
和新华联。李途纯没有任何形式的股份。
这个曾经的太子奶创立者现在已经是净
身出户。

对此，翟玉华表示：“李途纯受到的伤
害是双重的。”

翟玉华说，从企业层面讲，太子奶是李
途纯辛辛苦苦白手起家创办的，现在一下
就回到了原点，他的合法权益被剥夺了。

从企业家层面讲，李途纯的人身自由
和健康都受到了很大损失：“戴着一顶有
罪的帽子被关押 10多个月。身体上的摧
残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很大，并且这些伤害
很难补偿。并且李途纯的家庭也受到重大
影响，他的亲舅舅因为不堪压力而自杀。”

而对于损失的具体数额，翟玉华表
示，在企业没有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况下，
李途纯被剥夺了太子奶股权，其具体损失
数额很难估算。“但对于一个被剥夺了

60%以上大型企业股权的股东来说，损失
一定非常巨大。”

翟玉华认为，李途纯的合法权益在没
有经过他的许可，并且没有本人参与的情
况下被强制剥夺，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侵
权行为。

翟玉华同时表示，太子奶的破产重组
在程序上有很大问题。
“破产不是这样个破法，李途纯作为

股东出资人在整个太子奶的破产重组过
程中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翟玉华说。

翟玉华解释说，李途纯被采取了强制
措施，他的委托代理人在破产过程中也没
有发言机会；虽然李途纯向负责太子奶破
产的法院提交了其代理人的相关申请和
手续，但法院并没有认可代理人身份，整
个破产过程中也没有通知该代理人参与。
“完全剥夺了李途纯在太子奶破产过程中
程序以及实体上的决定权，对其财产生吞
活剥。” （下转第二版）

李途纯律师：
不会只要 1元国家赔偿

紫竹评论

喊的是“结构性减税”做的是“结构性增税”

东晋葛洪《抱朴子·微旨》里有句话
叫：“口是心非，背向异辞。”说的与做的不
一样，是令人唾弃的事。然而，现在这层意
思却应在结构性减税上。

记得 2008年 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中提出结构性减税，引来了全社
会广泛的赞誉—————这一下可好了，中国
的企业有好日子过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
的事情啊！

然而，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构性减
税实施效果怎样呢？很遗憾，财政部 2月
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
收入高达 8.9 万亿，同比增长 22.6%，税收
占 GDP比重超过 19%。其中，企业所得税
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8.7%。

这三个分量很重的数字告诉我们，税
没有减下来，却增上去了，企业税负很重。

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税收收入增长
的结构性分析》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
收入与 2010 年 23%的税收增速相比，基
本持平。如果与 2008年税收增速 18.8%、
2009年税收增速 9.8%相比，则我国 2011
年的税收增速仍然较高。

比较 4年来的税收增速曲线，我们会
发现，“结构性减税”在 2009年有所体现，

但在其后 2010 年、2011 年，整体表现出
的却是税收增长过快、增幅较大的局面。

考虑到早些时候发布的全年高达
10.4万亿的财政收入，且保持着近 25%的
高增长，我们不能不忧心，如此的财政税
收高增长模式之下，实体经济岂能发展得
起来？经济增长岂能顺利实现转型？

“结构性减税”变“结构性增税”

初衷极好的结构性减税是怎样变成
了“结构性增税”？

虽然始自 2004年的税制改革的主要
方式就是减税，但“结构性减税”一词却是
2008年 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提出。结构性减税的核心内容固然是减税，
但将“结构性”与“减税”联系在一起，提法相
对较新，其背后有特殊含义。结构性减税有
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
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所牵涉的
税种是有选择的，并非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
税种的税负水平“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削
减。可见，结构性减税意在从量上削减税负
水平，主要是从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
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着手，其落
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诚然，结构性减税是“有限度”地减

税，重在“结构上”琢磨。而结构性减税最
终则着眼于减税，在于一个“减”字，这点
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既然是结构性减税，我们必须要观察
“结构”。通过对 2011年税收结构的聚集，
亦可以看出，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国内增值
税，2011年增速为 15.0%，高出 2010年近
1个百分点；作为第二大税种的企业所得
税，2011 年增速为 30.5%，高出 2010 年
19.2个百分点。至于 2011年 9月实施的个
税免征额度上调，其整体税负非但没有降
低，增速与 2010年相比，反而上升了 2.7
个百分点。请注意，企业所得税增速
30.5%，这是多么快的速度！

除消费税、营业税、进口税、车辆购置
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刚性较强税种的
增速回落外，其他弹性较大的税种几乎均
呈增速大幅上升的趋势。

透视结构性增税的效果，不难发现，因
经济不景气所造成的民众收入增长缓慢、部
分甚至呈收入减少状态，我国的内需潜力已
经严重弱化；再之，作为地方财政重要组成
部分的相关税收，正在大幅减少；其三，基于
上述两个原因，我国正试图加大针对企业、
个人等弹性较大税种的税负，同时尝试推
出部分新税种，以相对平衡此前过度投资
所造成的财政压力。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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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锦

吴英资产处置
成争议焦点

吴英命悬一线，正在等待着最高院的死刑复核
结果，其资产处置问题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月 12日，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拍卖本色集团资产明显违法，
而且资产是被贱卖的。他表示，目前吴英仅房产就超
过 5亿元，完全可以抵掉负债，而这会直接影响对吴
英的量刑。据悉，吴英和本色集团的资产主要包括房
产、汽车、珠宝等。

公司注册资本金过亿

根据吴英在看守所写的上诉材料中描述，在
2006年 4月吴英成立公司之前，她的个人实际资产
是 2500万元，她有员工 180名，营业范围涵盖美容
美发、足浴、酒店、服饰店，全部属于个体户经营。

之后的 2006年 4月—10月，吴英一口气注册
成立了 12家企业，包括湖北荆州和浙江诸暨信义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本色汽车美容店、本色布兰奇洗衣
店、本色商贸、本色广告、本色酒店管理、本色洗业管
理服务、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本
色物流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落址在当年相对
冷清的东阳市汉宁西路和通江北路一带，时称“本色
一条街”。同年 11月，吴英将本色商贸、本色广告、本
色酒店管理等 8家公司子公司名义组成本色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据悉，这些公司的注册总资本金就超 1亿元。其
中注册资金最多的为本色商贸，增至最高为 5000万
元，本色汽车美容店和本色布兰奇洗衣店注册资金
最少，各为 20万元。投资经营款项达 3亿元，其中本
色酒店管理 9400万元，本色装饰材料 7100万元，本
色商贸 4500万元，本色电脑网络 3700万元。
增值的房产

在所有的投资中，房产投资成为吴英最大的手
笔。仅几个月的时间，她即投入近 1亿多元，其中包
括：东阳博大房产 2200万元，通江花园近 3000万
元，望宁公寓 5000多万元，湖北荆门 1400万元，浙
江诸暨近 300万元等。吴英所购房产，大部分为沿街
商铺。

从 2006年吴英被批捕至今的 5年中，全国各地
房价暴涨。东阳很多地方的房价从 2006年的每平方
米两三千元涨到了目前的万元左右。吴英的房产自
然增值不少。如按照上涨 3倍计算，吴英及其本色的
房产资产就达 4亿元。

吴永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色的资产现在完全可以抵掉负债，房产当时购置
花了 1.6亿元，现在值 5亿元。仓库中大概有 1亿元
的库存，家纺、建材等，当时建材城正在准备开业。
“这些东西现在在哪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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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月 14日，财政部发布的 2011年税收数据显示，国家税收总收入增长 22.8%，其中企

业所得税一项占 18.7%。现发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的评论。这是本报围绕发
展实体经济的第二十七篇评论。本报近期还将就为企业减税问题组织系列报道，敬请广大
读者关注，并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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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增值被贱卖？ 汽车贬值超常理？

具体索赔方案正在考虑之中，“谁家的孩子最终谁还要抱回去”

王利博制图

2月 16日上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会长王忠禹（右二）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李揆亨
（左二）一行。

王忠禹向来访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
国企联所开展的工作。王忠禹说，中国企联多年来与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合作，在促进中韩企业交流，
特别是鼓励和帮助韩国企业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等方
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王忠禹强调，中韩两国作
为友好邻邦和重要经济伙伴，加快推进中韩自由贸
易区建设和中韩产业合作纵深发展，促使两国经贸
合作再上新台阶，对双方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李揆亨大使对王忠禹的热情接见表示衷心感谢
并十分赞赏中国企联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
积极作用和在促进中韩产业合作方面做出的务实贡
献。今后愿与中国企联加强合作，与中国工商界加强
交流，为继续深化中韩两国产业合作做出更加积极
的贡献。会谈中，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
了看法。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右一）、
副理事长李明星等参加了会见。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影报道

王忠禹会见
韩国驻华大使李揆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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