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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被拘禁 15 个月后的李途纯最终
被无罪释放。与此同时，太子奶重组
案再起波澜。

2月 18日，湖南火炬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旷给《中国企业报》记者传来
一份《民事起诉状》，原告为原太子奶
集团员工，被告则为湖南太子奶集团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株洲
太子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
人和湖南太子奶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管理人。

在这份起诉至株洲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中，原告王新明
（化名）称，自 1998 年入职湖南太子
奶集团工作，先后担任过法务部长，
法务总监等职务，月工资 25000元。
2008 年 6 月份至 11 月份、2010 年 1
月份至 5月份，湖南太子奶集团累计
拖欠原告工资共计 156216 元。自
2009年 3月至 2010年 6 月份原告离
开太子奶集团，双方都没有签订过书
面的劳动合同。

2004年，原告应太子奶集团的要
求，交纳了 39000 元入股金，至今太
子奶集团没有将本金退还给原告，之
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太子奶集
团经营不良，没有按时为原告交纳相
应的社会保险金。

2010 年 1 月 3 日原告向被告提
出劳动债权异议书，被告于 2011年 8
月 28 日给予原告回复函：不认可原
告申报的 598508 元劳动债权，并反
而认为原告欠薪数额为 10692元。也
就是说，被告不但不认可原告的讨薪
说法，反而认为是原告欠了被告 1万
余元。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
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原告提
起诉讼。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
撤销被告认定原告欠薪原10692元。2、
请求 依 法 判 决 确 认 原 告 申 报 的
598508元债权（其中拖欠工资 156216

元，双倍工资 165000元，经济补偿金
18万元，拖欠工资加付赔偿金 156216
元，加班工资 24000元，社保金 18671
元，返还入股金 39000元）。3、由被告
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据了解，自 2010 年李途纯被捕
后，太子奶集团（包括湖南太子奶、株
洲太子奶、太子奶供销公司三家）进
入破产重整程序。2011年 11月 8日，
新华联控股、三元股份与太子奶集团
在北京签署协议。新华联控股与三元
股份组成一个联合体，出资 7.15亿元
获得重整后的太子奶株洲三公司的
100%股权以及太子奶的全部重整资
产，并偿还太子奶三个公司债务。

新华联与三元联合以 3.75 亿元
购买湖南太子奶公司的生产可用资
产，包括厂房、商标、专利等有形和
无形资产，两者分别占有 40%和
60%的股份。新华联另以 3.4亿元购
买株洲太子奶公司和供销公司两家
的闲置资产，此部分的管理将由新
华联全资成立的株洲润坤科技公司
管理运作。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
员会特聘委员杨兆全律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
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
执行。在监督期内，债务人向管理人

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和债务人财
务状况。监督期届满时，管理人向人
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自监督报告提
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且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
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可以请求
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与本
案中原告王新明情形一样的，有原太
子奶员工有 100多人。

罗旷称，《民事起诉状》已经交到
法院，株洲中院已经受理，提起诉讼
的员工们正在等待法院开庭通知。
《中国企业报》记者几次试图联

系被告方太子奶管理人，均未成功。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太子奶管理人被诉

“我了解太子奶成长的一些艰辛和努力，今天看到李途纯
无罪的消息非常欣慰，希望李总及太子奶能够爬起来。”看到
李途纯无罪获释的消息，原太子奶山东曲阜大区辖内微山地
区的本地业务代表王超说。

对于李途纯今后是否会东山再起，翟玉华表示，“他这个
人骨子里还是希望创业，也有这方面的规划，希望从头再来。”

一位密切接触李途纯的人士则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
露，“李总的态度很明确，还是想搞企业。”

不排除留在株洲发展

在羁押 15个月之后，李途纯一手创建的太子奶公司已经
易手。

对于 2011年 8月太子奶的破产重整，李途纯的代理律师
翟玉华称：“当时李途纯还在羁押中，他委托我们参与破产重
整，但是在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当时太子奶的破产管理
人递交委托书之后，对方始终不予认可，也不让我们参与破产
重整。”

从被拘到无罪释放的 588天里，外界共看到李途纯涉嫌
四个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抽逃资金、挪用资
金。据翟玉华透露，李途纯案在公安侦查送检的过程中，曾两
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变更起诉书罪名。

对于株洲检方何以最终确定对该案不予起诉，翟玉华认为
最大的原因在于湖南省“依法治省”的大背景起到了重要作用。

翟玉华肯定地说：“李途纯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是
一位有抱负的人。”

而对于之后会在哪里“搞”，李途纯的代理律师翟玉华表
示：“如果能得到公平合理的结果，李途纯不排除继续在株洲
投资、发展的可能。虽然这是个曾经让李途纯伤心的地方，但
只要环境改善了，也会考虑继续留在这里。”

有志于钻研学问

媒体报道称，一方面在法律程序上李途纯已经不再拥有
太子奶的股权，另一方面又或有某种妥协牵制，李途纯的回归
之路，似乎不会平坦。而接近李途纯的人士也猜测，获释后李
途纯可能不会再做企业，可能会去做他另外擅长的顾问或研
究。

太子奶红火时，他曾多次说过，一旦太子奶上市，他就放
权，专门潜心研究政治经济，读马克思主义博士和文学。

善于从书中总结的李途纯，曾经从《红楼梦》中学到凤姐
的管理技巧，写成《王熙凤当家三招》冥冥讲话算数：作为领导
必须言必行，行必果，说话办事铁板钉钉；奖罚分明：该奖则
奖，该罚则罚，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人财物权集于一身：有人
财物权，才能办事，否则很难成功。

李途纯：
还想搞企业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原太子奶员工讨要欠薪，反被指欠公司万元

上月，太子奶原掌门人李途纯被
无罪释放，让人们的视线重又回到当
初太子奶的破产问题上。加上最近沸
沸扬扬的吴英案，围绕企业和企业家
的命运问题，社会反响强烈。针对这
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专访
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

“无罪释放”说法没问题

《中国企业报》：2012 年 1 月 20
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检察院对李途
纯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这是社
会上广泛报道的“无罪释放”，还是别
的意思？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王欣新：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同
的司法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对其
认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有不同的处
理权限与方式。一般来说，公安机关
对于报案、控告、举报的材料审查后
认为不构成犯罪的，就会决定不予立
案，如是在立案后的侦查过程中，发
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
的，就会撤销案件。对检察院来说，如
果它认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会做出
《不起诉决定书》，不向法院提起公
诉。如果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法院认
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做出的是无罪

判决。所以，只要是司法机关处理后，
决定不立案、不起诉，或作出无罪判
决的，都可以笼统地称为“无罪释
放”。

在这个案子中，说李途纯被无罪
释放，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企业报》：从被拘捕到宣告

无罪的 588天里，李途纯涉嫌四个罪
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抽
逃资金、挪用资金。据其律师翟玉华
透露，李途纯案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
移送检察院起诉的过程中，曾两次退
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变更起诉
书罪名。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
能随便羁押犯罪嫌疑人吗？

王欣新：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
下，司法机关随便决定逮捕羁押肯定
是不行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是明
确禁止的。公安机关在决定对李途纯
逮捕羁押时是不是有充分的犯罪证
据，是不是有别的背景情况，现在我
们还不了解，有关材料也看不到，不
便于就这方面发表意见。

作为一般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
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
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
存在其它问题，需要补充侦查的，可
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认为
原来起诉的罪名不妥，可以变更起诉
书罪名，这都是正常的法律程序。

至于说逮捕羁押，在《刑事诉讼
法》里是有专门规定的，有相应的条
件，如果是在不构成逮捕条件下进行
的逮捕，肯定是错误的。

具体说到李途纯案件，由于看不
到有关材料，所以难以准确判断其逮
捕是不是有问题。仅从维护人权的原
则讲，凡是可不捕的案件，都不宜逮
捕，因为没有逮捕的必要。只有对那
些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
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
逮捕必要的，才应当依法逮捕。不允
许法定标准以外的其他因素干预影
响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不允许
出于其他考虑，为剥夺其人身自由而
滥用逮捕的方式。

大家可以依据这个法律标准来
判断本案是不是有逮捕的必要。如果
单纯地从其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
侦查，一次变更起诉书罪名的情况来
看，虽然也还是在法律的正常程序之
中，但也说明案件的复杂性，说明公
安机关当初的侦查、移送起诉等工作
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完全正确就不需
要补充侦查、变更起诉书罪名，乃至
最终检察院作出认为犯罪嫌疑人不
构成犯罪的不起诉决定书。

太子奶破产重整合法

《中国企业报》：2009年初，太子
奶的核心资产由株洲市政府全资控
股的高科奶业通过租赁经营形式托
管，李途纯虽名义上拥有太子奶集团
61.6%股份，但已全部抵押给高科奶
业。而从“生病”到破产重整，全由株
洲市政府计划“拯救”介入及高科奶
业接盘“维系”开始。托管人这一主体
能主导破产重组吗？

王欣新：据我了解，这次在株洲
破产重整的涉及太子奶集团中的三
个企业，即湖南太子奶集团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太子奶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与湖南太子奶集团供
销有限公司，为方便起见，下面统称
株洲太子奶，但并不涉及太子奶集团
的所有企业。太子奶集团在北京、四
川等地的企业的破产与清算是单独
进行的。湖南株洲企业应该是太子奶

集团的主导核心企业。
株洲太子奶适用的是重整程序。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权人、
债务人都可以申请重整，在法定情况
下，股东也可以申请重整。至于托管
人这个主体是不能申请破产重整的，
更谈不上主导破产重整。据我所知，
这个破产重整案件是由债权人申请
启动的，也不存在托管人申请重整的
问题。虽然，株洲市政府在重整中可
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
债务人就可以申请破产清算，债务人
自己可以申请和解，债权人和债务人
都可以申请破产重整。只要是合格主
体提出的破产申请，人民法院在审查
过程中，发现企业确实存在破产原因
包括重整原因，这个程序启动本身就
没有问题。

至于在程序启动后，在重整计划
草案的制订、审议、表决、批准过程
中，债权人、债务人、股东以及新的战
略投资者，这些利益主体间在利益方
面是怎么平衡、博弈的，那是另外一
个问题。
《中国企业报》：高科奶业一位前

中层主管曾经表示，开曼群岛判决破
产清算的并非太子奶集团，而是英
联、高盛、摩根三大投行注资之后，和
李途纯等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的中
国太子奶（开曼）控股有限公司。而太
子奶最大债权人花旗银行呈请清盘
的对象是中国太子食品有限公司。在
你看来，太子奶的破产清算当初有无
问题？

王欣新：开曼群岛是否判决中国
太子奶（开曼）控股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我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开
曼群岛作出的破产判决和国内的株
洲太子奶的破产重整在法律程序上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尽管中国太子奶
（开曼）控股有限公司的破产有可能
是国内株洲太子奶破产的经济诱因。
株洲太子奶的重整是国内的法律问
题，和国外的破产案件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案件，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依照
外国的破产判决处理国内企业破产
的问题。株洲太子奶的破产重整是其
自己的债权人申请的，跟海外的案件
没有关系。 （下转第十一版）

李途纯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生活在你我身边的一个普通
人，他就像我们的父亲、兄长、同事、合作伙伴。在他身上，有很多
优点，也有很多缺点。

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
只不过，他经营的太子奶在前进中的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

而太子奶和他个人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故而引来极大的争议。
争议很正常。
他很像一位我国著名的企业家自述的那样，“我觉得自己现

在也不适合做企业，因为我不愿意陷入到具体的事务当中。但时
代大潮把我们推上了浪尖，结果就做成了。我是个文人，又做过
官员，可能在体制内受的伤害太多了，所以现在才知道我做企业
是无奈之举不得不做，因为做诗人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做了企业
我就想活得更好。好在我把握住了每个机会，合着时代发展的脉
动，一步步走过来了。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和时间，基本上社会
的每一次大潮我都经历了，我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他有过苦难的童年———出生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家中兄弟
姐妹五人，他排行老大，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小时候常常要在
寒冬腊月上山砍柴下河摸鱼。

他嗜书如命———曾经是文坛的热血青年，从小酷爱史诗书
籍，“不管多么繁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读书都是我的第一需
要。”媒体批评他更多的是侠客似的浪漫幻想，缺少企业家的理
性判断。

他很有抱负冥冥从文革被批判的对象，到 10年努力换取的
国企高管;从毅然放弃优越的国企待遇下海打工，到最终成为全
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从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到誓扛中国人健
康大旗的雄才大略……

他在国企工作过 10年，曾经当过秘书、干部、宾馆经理、企
业家。国企改革时，他将小型国企如何租赁、拍卖、联营兼并、转
让、托管等整理成丰富的经验，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曾经对此进
行了专门的引用。

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他还创造了退休制、福利报销、医药
费报销等改革制度。对于退休工人或者退休干部的医药费问题，
他重点将企业的效益和职工们的职务、工龄联系起来，一年几千
块钱包干，这样对企业、职工双方都有利，而且也给国家节约了
不少钱。这些好的改革经验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

在听说太子奶出现困境后，被李途纯资助过的贫困学生哭
了……

但，李途纯有一般企业家的通病，疑人、易怒、好面子……
他是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他是以知识分子身份下海的一分子。
他是草莽英雄吗？
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冥冥李途纯对中国民营企

业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足够了。

陈青松

普通人李途纯

本报记者 王敏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

李途纯案值得反思

访谈

“他这个人骨子里还是希望创业，

也有这方面的规划，希望从头再来。如果

能得到公平合理的结果，李途纯不排除

继续在株洲投资、发展的可能。虽然这是

个曾经让李途纯伤心的地方，但只要环

境改善了，也会考虑继续留在这里。”

纵深

昔日风生水起的太子奶公司在重组过程中风波不断，如果 100余名前员工
集体维权，太子奶管理人将陷入连环诉讼的困局。 本报资料图

荩从法律程序上讲，株洲太子奶
的破产重整申请是符合法律规
定的。至于债务人是不是发生了
破产重整原因，这需要法院去审
查决定。

荩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禁
止民间借贷的。在我国，对民间
借贷存在其经济上的客观合理
需要，仅靠死堵是解决不了问题
的。

荩目前全国已经有 30 多家上
市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绝大部
分都成功获得挽救。希望其他
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个程序获得
重生。王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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