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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本报记者 冒安林

吴英生死未决，争议仍在继续。
“吴英案中，尚有很多信息没有

对公众公布，是否有政府官员牵扯进
去也未有定论。”3月3日，两会代表、华
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
泽民公开指出。

实际上，除吴英的死刑成为焦点
问题之外，社会舆论也一直呼吁将吴
英案背后的金融腐败链条和官员放
贷内幕公布于众。而吴英在狱中所举
报的十多位地方官员的名单，目前也
仅仅披露了三个人，其余的人是谁，
备受关注。

就在吴英案提交最高人民法院
进行死刑复核期间，来京参加两会的
多位代表、委员，也都针对吴英案发
表了观点。除了一致要求谨慎判决吴
英死刑的共识之外，多位代表委员也
呼吁对目前发展迅速的民间金融信
贷活动，给以认同并促使其正常化发
展。
“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

化，拿到地面上来。”浙江省副省长毛
光烈声称，吴英案的焦点就在于民间
借贷问题，目前浙江的民间资金已经
积累到最好水平，但确实存在民间资
金与消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
到地面上来，依法运作。

牵涉多名官员

“我们也不说吴英好不好，但是
对梁骅的遭遇，有保留。”

多位浙江地方金融系统的内部
人士，对记者委婉表达了上述看法。
他们的意见和社会舆论，难得地获得
了一致性：吴英和梁骅，都只是金融
体制下弱小的牺牲品。造成犯罪的真
实根源，还是不完全放开的民间金融
借贷制度。
“都说吴英在狱中检举了十多位

官员，为什么被判刑的只是这么一个
受贿二十万的小人物？二十万多吗？
还没有银行年终奖发的多。剩下的那
些官员的名单呢？为什么不公布，为
什么不查处？”
根据《中国企业报》记者的调查，

在吴英的检举材料中，至少涉及东阳
多位市级领导。而最为关键的放贷给
吴英的11名自然人的背后，还隐藏着
当地一大批地方官员的身影。

而除了梁骅之外，因吴英举报而
落马的还有湖北荆门市原人大副主
任李天贵和原中国农业银行荆门分
行副行长周亮。李天贵因受贿罪和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
“畸形体制下，每个人都不免成

为官场权利的牺牲品，比如梁骅。而
信贷资源专控下，每个人又不免成为
陪葬品。比如吴英。”一位不愿具名的
浙江本省经济律师说。他给《中国企
业报》记者展示了目前调查到的涉及
吴英案的东阳地方官员不完全名单。
但由于目前正处于法院审核期间，该
名单所涉及的人员，有无接受调查，
尚不得知。

41岁的梁骅，是首个牵涉进吴英
案而被判刑的金融系统官员。此前，
她在农行丽水市分行灯塔街分理处
主任、灯塔支行行长的岗位上工作，
在结识吴英之后，收取了吴英价值26
万多元的大衣、翡翠和手表等财物，
并经过流程考察，打算给本色集团
5000万元的抵押贷款。

就在贷款发放之前，吴英因为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东阳警方拘
留。随即，吴英在狱中就招供了梁骅
收受贿赂一事。2007年3月24日，梁骅
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上交了全部财
物。此后，她从农行离职，跳槽至浦发
银行丽水支行三部任负责人、经济
师。

直至三年之后的近日，检察机关
根据吴英的举报，才正式立案侦查。
梁骅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处10年6个
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犯罪
所得予以追缴。

打不掉的民间借贷

吴英的集资案和梁骅的受贿案，
其实，仅仅是民间资本发达之地浙江
的一个局部片段。

根据调查，光浙江一省，在最近
的三年里，就发生了丽水杜益敏集资
诈骗7亿元案件、温州高秋荷、郑存芬
集资诈骗1亿元案件、宁波亿元非法
集资诈骗案、台州王菊凤非法集资4.7

亿元案件、丽水银泰非法集资55亿元
案等等。

而这些，仅仅是情节严重、数额
巨大的典型案例。其他还有更多的中
小型非法集资或集资诈骗案件，未被
统计。

就在吴英案备受关注的同时，温
州立人集团非法集资22亿元大案又
被爆出，几乎同时，嘉兴桐乡市又爆
出加拿枫叶涂料有限公司小额集资
1200万元的案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非法集资
案就频繁发生。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数
据，2008年至2010年的三年间，全国
共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5000余起。而
2011年，全国共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
1400起左右。

一边是民间借贷困难、集资案件
集中高发，另一边却是金融机构频频
爆出的贪污受贿案件。这种不平等的
乱象，恰恰说明了现有的信贷资源结
构的不合理性，权力集中于银行之
手，而企业要想获得贷款，有时候只
能通过必要的不合法手段。

金融犯罪频发

梁骅的贪污受贿案件，在金融银
行业，也屡见不鲜。在浙江一省，最近
几年爆出的大案就有数起之多。

如2003年的浙江义乌建设银行
刘俊峰3100万元贪污、挪用公款案
件；2009年的浙江永嘉农行瓯北分理
处会计吴胜海贪污挪用236万元公款
事件；2011年的邮政储蓄银行浦江县
支行原行长丁伟强因犯受贿罪、私分
国有资产罪事件。当事人都被判处了
死刑或长期的有期徒刑。

而在全国银行系统内，由于权力
换取私利的潜规则过于畅通，职务性
犯罪屡屡发生，甚至发生过多次串
案、窝案。比如广发银行一家，就连续
发生了副行长王新、广海投资公司副
总经理侯明，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雷
达、副总经理周保等人的贪污、受贿、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浙江金融

机构的相关资料如《浙江金融》内查
阅到，仅浙江本省，每年的金融系统
职务犯罪，就平均高达30—50起。而
全国的人民银行内部统计数据表明，
有些省份的金融系统犯罪，一年内甚
至可能高达近百起。

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也表明，
目前，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大约每年
发生各类案件1000起左右，其中案值
在百万元之上的就高达200多起。而
这个数字，还未包括每年大约500起
左右的被成功发现和堵截的未遂案
件。

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
选国的公开透露信息，目前中国的金
融犯罪案件，虽然总体上呈现数量下
降的趋势，但绝对数量大、发案率依
然较高。每年仅各地法院审判的金融
案件，就高达3、4千起。

目前，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呈现出
多方面的特征。新发大案、要案增多，
涉案金额巨大，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
序；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所占比

重较大；单位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涉案比例上升；内外勾结合伙、串
案窝案作案增多；作案手段多样化，
以贷谋私、伪造凭证支取现金贪污公
款、吸收存款不入账挪作他用、计算
机网络犯罪等形式增多；年龄结构呈
下降趋势，智能化作案倾向明显；基
层操作岗位发案率高，携款潜逃者增
多。

为此，2012年2月21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
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
人民法院充分认识为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
保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深化能动司法，把握好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为全面推
进金融改革发展，保障实体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这也
从侧面说明，金融银行业的职务性犯
罪的严峻性。

隐蔽的腐败

2月14日，最高法受理了吴英集
资诈骗案的死刑复核，称将依法审慎
处理。吴英之父称最高法的表态让他
感到欣慰，但是乐观还谈不上。专家
分析称最高法表态指吴英案“犯罪数
额特别巨大”，说明免罪的可能不大，
但“案情比较复杂”为复核结果留下
空间。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中国
的金融制度存在缺陷。吴英案，反映
在中国借钱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一
种特权。而这种把控资金和资源的特
权，被限定在特定关系的群体之中。
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在参加吴英案研
讨会时发言认为：中国必须逐渐减少
死刑，非暴力犯罪尽快取消死刑，贪
官污吏罪行滔天可暂保留，判吴英死
刑的罪名也应取消死刑。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
洪也认为：吴英案涉及两个重要问
题，一是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是否公
正；一是依据这一法律的司法过程是
否正当，尤其是涉及死刑的司法程序
是否正当。

除了死刑判决过程的不正当之
外，目前最为关注的财产清查的过
程，也存在不正当之处。在东阳警方
查封本色集团后，迅速将本色集团的
财产进行了不符合程序规范的拍卖，
导致本色集团大量隐性资产流失。根
据东阳市价格认证中心的本色集团
资产价格鉴定结论，本色集团在东
阳、义乌、诸暨等地区的资产统计合
计约1.495亿元，加上在荆门的数十套
房产，本色集团资产总价共1.716亿
元。

此前，吴英的父亲吴永正透露，
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
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
刑。吴永正曾向法官求证，一审法官
不置可否。一审判决完后，这些官员
又曾到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
但这样的呼吁不仅没有得到重视，连
吴永正质疑的4000万元资产处理不
明的资产重新鉴定申请，也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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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短期做法应是把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

而从长期来看，需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

全国两会专题报道

浙江的民营企业开创之初，多半无法
达到国有银行的信贷要求，而转向民间高
息信贷。这种民间信贷和吴英案的区别，在
于多数属于差额头寸信贷，即短缺的流动
资金信贷。即使部分属于长期投资，也具有
明显地在当时可见的盈利特征或者减亏特
征。当然，有些还具有更显著的特点，借贷
规模和自身资产或品牌匹配。

民间信贷虽然具有以小博大的风险特
质，但属于风险可控，这种民间信贷的另一
个特点，就是信用破产不是必然事件（当然，
信用破产概率还是较高，并不可持续）。打个
比方，比如，短缺资金在 10%左右，如果借
100%的利息，这个项目在一年内的净利润需
到 10%以上才可以，利息如果到 400%，项目
就需要提供 40%利润空间。

所以差额头寸使用高利贷在商业上存
在可行性和盈利空间，风险随着利息的上升
或者差额的扩大而上升。立人集团可以长期
在高息下生存，有部分原因，是教育产业具
有利润偏高、实体投入偏少。但是，随着产业
利润率的降低，长期的高息民间借贷方式也
是无法持续的。特别是将高息贷款用于长期
项目，必出问题，经不起经济周期和判断失
误。

差额头寸使用高利或高息，存在商业上
的可行性和盈利空间，是鼓吹民间金融开放
的重要经济意义上的支撑。只要是契约真实
自由，是否给予一定的法律认可，被广泛讨
论，而且，实际民间借贷已半合法化。

吴英案的特质在于信用破产是必然，而
且完全没有一丝例外的可能，每一次融资均
具有加重亏损的特征，这和民间借贷出现了
显著的差异。民间借贷的每一次借贷行为，
具有可预计的盈利扩大或者减亏特征。而吴
英案，每一次借贷行为，具有加速加重亏损
的特征。民间借贷的利息支付，尽管从短期
上，可能也会出现局部的拆东补西的情形，
从本质上来看，还是来自项目自身的产出；
吴英案，利息的支付只会来自上一个投资者
的借贷资金。吴英基本属于全额高利贷，这
样，风险实际上是完全社会承担。吴英不告
知债权人自身真实情况，借款已经属欺诈；
在民间借贷中，确实是存在部分借款人未尽
如实向债权人报告财务状况的情形，但是借
款项目本身还是真实存在或者在当时有明
显可见盈利或者减亏空间，依然具有一定可
塑余地。

吴英在 2005 年初即已负债 1400 万元，
紧接着期货亏损近 5000 万元，这时，她的任
何借贷行为，都是自己身无分文下进行的，
同时利息许诺惊人，没有任何商业操作可以
满足这样借贷条件的实现。

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和你借贷数亿元，
并承诺支付 100%—400%的年息，他会是什
么呢？疯子抑或骗子，必居其一。

民间借贷的杠杆比例和利息构成了吴英
案和其他民间借贷的本质区别。普通居民的
住房按揭信贷，属于差额即成数信贷，具有
低息的特征，本金起到承担意外风险的作
用。多数民间借贷，是差额高息信贷，风险已
显著升高，但是借贷者是有资产在承担风
险；吴英属于全额超高息借贷，借贷者完全
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在承担风险，风险完全社
会化了。

（作者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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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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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国际酒店是由延安市汽车运输（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的延安市首家五
星级商务酒店，集高端餐饮、豪华住宿、时尚
休闲、娱乐、会议服务于一体，提供极具国际
化水准的管理及服务，让您体验超五星级的
尊贵礼遇。酒店可提供：豪华双人房、豪华单
人房、豪华套房、残疾人用房、俪人房、景观
双人房、景观单人房、行政单人房、行政套
房、豪华行政套房、金泽套、随从房等，各种
不同的房型共计 303间，内部设备时尚、舒
适，给您一种全新的体验。六个大小不等的
会议室宽敞明亮，拥有先进的会议设施及专
业的服务团队，无论是大型或小型会议都可
为您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

王子铂金中餐厅拥有多元化的餐饮设
施，为您提供精美的中式菜肴，29个豪华包

厢及供 400人同时使用的大型宴会厅；充满
异国风情的卡菲尔西餐厅典雅时尚，为宾客
提供非同一般的饮食享受。

景色宜人、环境优雅，尽显豪华气派的
丽池水疗公馆，为您颐养身心或商务宴请专
属打造。该公馆集水疗、休闲、健身、SPA为
一体，以汇聚社会名流、贤达雅士和商界才
俊为目的，为社会各界提供高尚、健康、文明
的休闲场所。

由国内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的艾美国
际商务会所，总投资逾千万元。内设 25间各
种风格豪华包房，高端的双视听 K 歌配置，
是社会各界名流商务接待、朋友聚会、私人
Party、生日聚会、休闲娱乐的理想选择。设计
在酒店顶楼的游泳池，可以让您在健身的同
时俯瞰延安市宝塔山的美景！

声 明
本人刘兴旺，于 2011年 10月 10日将新购霸锐

SUV 车 辆 相 关 手 续 丢 失 ， 该 车 架 号 为 ：
KNAKN8119B5073788；发动机号：G6DABS659778；
厂牌型号：起亚牌霸锐 3778CC；关单：XIX6514183；
商检单：AA0606010 声明作废。

金泽国际：圣地延安首家五星级酒店

金泽套卧室 休息吧
酒店外景图

http://www.jinzeguoj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