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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打击高

利贷走进了一个很

大的误区。在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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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的法律，一旦

涉及民刑案子，都是

先刑事后民事，这个

太绝对了。如果是

杀人放火强奸，这

些可以先刑事后民

事，如果是经济案

子，应该是先民事

后刑事，因为这类案

件的本质是还债，应

该根据其还债的情

况和态度减轻或免

除处罚，不能把经济

类案子和刑事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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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合理”事物一直面临身份尴尬，目前的法规中，民间
借贷还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地带。“创新金融体系、立法保护”为民间借贷“正名”的呼声不断。

在吴英案还远未尘埃落定之时，
人们在关注吴英的同时，总会提起一
个人———孙大午。2003年，孙大午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抓，被判有
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一夜之间家
喻户晓。如今，他又是怎么看吴英案
的呢？2月 21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专赴河北徐水大午集团，对孙大午进
行了专访。

吴英案就是个民事案

《中国企业报》：最近，吴英案沸
沸扬扬，人们在议论吴英的时候，总
会同时提到您，因为您有相似的遭
遇，您如何看吴英案？

孙大午：说实话，我挺困惑的。我
们的法律有明文规定，不保护高利
贷，但保护合法的借贷。合法的借贷
利率，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就是在银
行同期利率的四倍以内。比如说银行
现在是六厘放款，借贷就不能超过 2
分 4厘。如果按这个法律执行的话，
吴英案首先应该确定她借贷里边放
贷者或者说债权人的权益多少是应
该受到保护的。
比如说吴英借了 7.7 亿元，这

7.7 亿元里边有多少应该是法律保
护的本金和合法的利息收入，其它
的为不当得利，应该废除或者追缴。
如果按法律处置，这 7.7 亿元

中，有 1/2 或者 1/3 是不当得利部
分，应该剥离。吴英已经还了 3.9亿
元，没还的 3.8 亿元中应该还有利滚
利部分，也应该剔除。企业如果偿还
不起，应该走破产程序清偿债权。这
样既打击了高利贷，也是对企业的保
护。
所以，我个人认为，吴英案就是

一个民事案，如果按民事案处理的
话，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了
债务人的利益，政府也会有收益，这
是三全其美的事。
《中国企业报》：为什么吴英案现

在成了刑事案呢，甚至成了一个社会
事件？

孙大午：因为 7.7 亿元都要吴英
偿还，吴英偿还不起。现在给她的罪
名要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刑
抵债，要么是集资诈骗罪，死刑，以死
偿债，人死账烂，这些路子都不可取，
三方没有一方是得利的，债权人保护
不了，债务人判刑了，政府也没有啥
收益，而且对以后的高利贷案子没任
何遏制，所以我不同意把民事案上升
为刑事案子，现在又炒成政治案，这
是很不明智的。
我认为打击高利贷走进了一个

很大的误区。在法律上有需要修订的
地方。按现在的法律，一旦涉及民刑
案子，都是先刑事后民事，这个太绝
对了。如果是杀人放火强奸，这些可
以先刑事后民事，如果是经济案子，
应该是先民事后刑事，因为这类案件
的本质是还债，应该根据其还债的情
况和态度减轻或免除处罚，不能把经
济类案子和刑事类案子混为一谈。

“非法集资”是个伪命题

《中国企业报》：孙大武事件在当
时的企业界融资应该是个很大的事，
这事对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孙大午：到现在都是个大事。直
到现在我还是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这
其中牵涉到集体土地不能抵押的问
题，也有银行说的“家有万贯，带毛的
不算”，农牧业很难贷到款。

跟银行贷款现在主要条件是抵
押。没有抵押，有信誉担保也能贷款，
但是很少。今年我们企业贷了 1000
万元，银行说你们企业先存 1120万
元，银行再给你放贷 1000万元，我们
把 1120 万元的现金存到银行里，然
后拿这个存款单，贷出来了 1000万
元。

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
很难理解，这就是操作层面的问题。

因为房产不能抵押，只有拿金融存款
单来抵押。如果企业向银行贷款一
年，那么企业在银行存款的时间要是
一年零一天。存款日期一定要大于贷
款日期，那么我为什么要存 1120万
元，然后贷 1000万元呢？就是因为我
要求下一次贷款是通过信誉担保。下
次我再贷款的时候就可以多贷给几
百万元，比如下次我存 1000万元，银
行就可以贷给我 1500万元了，我就
增长了 500万元的信誉。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当时自己

的案子跟吴英案有什么不同？
孙大午：我跟吴英案相似的地方

是我们都是民间借贷，因为从银行都
贷不到款，而且都是企业借贷；不同
的地方是她可能涉及高利贷，我一点
也不涉及，她借的比较多，我借的比
较少，她还不起债，我的偿还能力是
很强的。

当时，公司向职工、职工的亲友、
客户等人筹集资金，且资金全部用于
企业建设，我们没有违法的故意，没
有违法的行为，更没有违法的根据和
后果，但是我们“非法”了。公司和我
本人都因为这一事件损失巨大，可直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非法集资的条文
在哪里？

被“非法”困扰的次数多了，我就
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非法”？我一
直在琢磨它，可到现在也没有清晰的
法律概念，不仅是我没有，从各种资
料上也查不到。所以我认为，“非法集
资”是个伪命题。

呼吁金融
“放小、拆大、民营化”

《中国企业报》：经历了这么多，
您对民间金融有什么样的看法？

孙大午：我觉得有三点感想：一
是“放小、拆大、民营化”。所谓“放
小”，就是放开小的金融机构。比如，
信用社就让农民办，一个 500户的村
庄，就需要有 5 个信用合作社来支

持。因为 100户农民就是 100个经营
实体，哪怕他卖冰棍、卖糖葫芦，也需
要有金融支持。“拆大”，就是打破垄
断，不仅是经营规模上的拆大，还要
有产权的分拆。一些国有大银行长期
经营不善，不如先分给地方，地方化
后再民营化。

二是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农
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
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没人干，没人
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农村不是
贫穷，是贫血。农村没有金融，就没有
活力而言，没有活力就没有富裕可
言。农民们打工挣点钱被信用社、银
行、邮政储蓄吸走建设了城市。这样
农村给城市输血，穷人给富人输血，
造成的结果是一个越来越贫血的乡
村。

为什么农村缺乏金融？这是因为
金融在农村没有活的空间，因为金融
是中介手段，交易时金融才会活跃，
农村的土地、宅基地他都不能盘活，
金融量非常小，现在专业合作社法，
也没有这种金融功能，像我国台湾、
像日本的农协都有这种金融功能，中
国没有。

中国的金融专业合作社没有金
融的概念，村镇银行我提了多少年
了，先前是难产。如果你想开一个村
镇银行，从理论上可行，但从实践上
是行不通的。理论上，我们国家在提
倡搞村镇银行，前提一是必须有国有
银行做股东发起人；二是国有银行股
份比例不能低于 20%。作为自然人，
比如说企业不能超过 5%，所以村镇
银行就是先天性难产。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呢？就是要深化改革，让企业自
主融资，自己造血，直接为主，间接为
辅。

三是创办农村经济合作社。就是
立足农业、农村，通过合作整合资源，
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农村的
现代化，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就地围
绕农业切入二三产业，融入社会化大
生产。

孙大午发言：
打击非法集资走进误区
本报记者 王敏

记者：对于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 2 月份公布的数
据显示，有 515家企业正在排队等着上市。很多的企业
在谈到上市的时候都希望能尽一切可能，而娃哈哈却一
直保持远离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宗庆后：一个，不缺钱。第二个，我觉得股市不正常。
现在股市光是圈钱，没有给股东回报，而且股市上也没
有体现到企业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们炒作，一会儿炒高
了，一会儿炒低了，实际上跟你这个企业效益根本就不
挂钩的事。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的形象反而有损失，
对企业没什么好的帮助。

记者：上市毕竟是一个融资渠道，娃哈哈真的打算
永远不上市吗？

宗庆后：如果商超能够搞起来我会上市。我现在成
立了一个商超，我准备上市。实行员工持股，股东已经超
过证监会规定。

记者：史玉柱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企业不愿投
资实体经济，原因之一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
法规。上一个实体项目，要敲几十个公章，面对几百条法
规，所以不如去搞投资赚钱更容易。您怎么看？

宗庆后：从整个社会来讲，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
虚拟经济是分配财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去创造财富，
一天到晚在分财富，分完以后你就完蛋了，社会就会有
很大麻烦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央也提出来要扶持、鼓
励发展实体经济。

从个人层面上讲，搞虚拟经济，照样创造财富。但是
这个财富从哪里来？是你从别人口袋里拿过来的，并没
有真正的创造财富。从整个社会来讲，你是没有来创造
财富的。实际上欧洲的高福利、高薪水就是这个问题，没
有人创造财富，而且每个人都在享受财富，因为福利比
较好，结果把积累的财富全部消耗完了以后你就有债务
危机了，就发生金融危机了。

网易财经：目前，民间融资一直游走在合法与不合
法的边缘。您对民间融资怎么看？

宗庆后：这时候我提一个建议，就是金融行业的建
议，我也希望国家能够开放民营银行。

我在提案中建议，鼓励发展由民间资本控制与经营
并且责、权、利统一的民营银行，从而规范民间借贷，优
化金融资源配置。

民营银行将民营与中小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应
允许其适度提高存贷款利率吸收存款，适度降低企业所
得税与营业税税率。此外，应建立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建
议强制规定存款低于 20万元的储户均可无条件得到赔
付。

记者：近年来，外资企业收购了不少国内食品企业。
例如，雀巢并购徐福记。对于这股收购潮，您怎么看？

宗庆后：外资收购的这些企业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企业。不像我们中国到外面去收购人家的一些破产和
倒闭的企业，这是两回事。人家收购是来赚钱的，并不
是来帮助你发展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说要限制外
企投资，也不是说要关起大门来，我也认为要开放。但
是我认为引进外资应该是我们没有的技术，然后跟他
合资，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利，这样可以优势
互补。另外还有一个经济安全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
业收购人家企业的时候，人家会不同意？为什么我们
什么样的企业，人家可以任意收购。如果经济命脉全
掌握在人家手里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也会带来很
大的威胁。

记者：反过来说，在过去一年，一些国内规模较大的
食品企业也尝试了海外收购，比如中粮竞购澳大利亚一
家糖业公司，可惜没有成功。请问您对中企出海收购海
外食企怎么看？

宗庆后：现在国有企业去收购人家是反对的。像澳
大利亚，如果是民营企业收购在 2.2 亿澳元之下是不用
审批的，但是国有企业你投一分钱都是要审批的，他们
认为国有企业是政府掌控的企业，可能会受中国政府掌
控，这是西方国家普遍有这么个概念。但是现在我们收
购的一些都是人家的破产企业、亏损企业，我感觉这个
收购应该要谨慎一点。人家搞不好，你有本事搞好？我感
觉你也没本事搞好，所以你给他送钱去了。

记者：您认为，对本土企业来说，什么样的海外收购
是比较值得的？

宗庆后：我认为现在海外收购一个是机会。收购一
些比如一些有技术、有产品的企业，对于促进我们企业
水平的提高是有好处的。现在进军海外市场就地生产、
就地销售也是有好处的。关键是要谨慎一点，关键是你
有没有能力收购。收过来对你的企业发展有没有促进作
用？然后你再去考虑是收购还是不收购。

记者：娃哈哈自身有没有收购海外企业的计划？
宗庆后：我们也是在到处考察。人家欢迎我们去投

资，而且政府部门也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招商。我准备去
澳大利亚投资养牛，农业部在帮我调研。能够双赢的投
资，才能生存下去。只要不是采取掠夺的方式，我想人家
也是欢迎的。

记者：很多企业在做大做强后，会选择多元化的发
展路径，娃哈哈在多元化方面有着怎样的考虑？

宗庆后：多元化在社会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搞多元
化可以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认为这个多元化关键首
先看你企业有没有需要，第二个你有没有能力，第三个
你有没有机会，这样才能决定你能不能搞多元化。娃哈
哈现在实际上是应该有需要，因为资金有剩余，也不想
过度的发展，不然就是跟人家恶性竞争，所以希望搞一
点多元化。关键是看自己能搞什么样的多元化，娃哈哈
现在第一步做的是上下游，第二个是高新技术产业，第
三个是矿产资源。

记者：在未来的 1—2年中，娃哈哈会把多元化的重
点放在哪里？

宗庆后：接下来我想解决原料问题，所以正到处在
寻找奶牛。我认为老百姓肯定是要喝牛奶的，但是你必
须要提供他高质量的牛奶，所以我想如果在源头上能控
制起来的话，质量就有保证。

（摘自网易财经）

宗庆后：希望国家
能够开放民营银行

（上接第十五版）

结构性减税应考虑的要点

《中国企业报》：目前国际形势复
杂，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很大的挑
战。在这种大背景下，就要扩大内需。
在您看来，结构性减税在扩大内需中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贾康：现阶段在国际国内经济运
行复杂形势下，要继续实行积极财政
政策，注重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方式
转变，其中的政策重点之一，是进一
步把结构性减税的文章做足。
二是当下欧债危机阴云密布、世

界经济演变趋势的不确定性十分明
显，企业界预期不好，实体经济更有
信心不足、士气不振、盈利前景看淡
的困惑，很有必要运用结构性减税冲
抵不良预期，支撑实体经济的基本景
气水平。

三是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

临迫切的调整、优化任务，提高增长
质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等，需要充
分运用税收等依法、规范的经济杠
杆，而结构性减税正是在运用税收杠
杆时，配之以提升有效供给、促进结
构优化的鲜明导向。

四是随我国企业主体和居民个
人的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上升，税
收负担的被关注度也迅速上升，虽然
我国总体财政收入占 GDP之比与国
际比较不能认为已过高，但税制结构
中的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
比重过高，而由本有支付能力的先富
阶层承担的直接税比重低到几乎微
不足道水平的问题，是应当明确指出
的显著缺陷，并且正在引发社会公众
的“税收痛苦”感受以及再分配机制
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十分需
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业端、实体经
济端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配之以
其它优化收入分配的举措，来回应公
众关切和顺应民心，降低恩格尔系数

较高的社会群体的税收痛苦，优化分
配再分配，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应怎么样

来设计具体的减税措施呢？
贾康：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方面

应该考虑：
1、在进口环节适当地、有选择性

地降低关税。今年财政部门已布置
600多项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下调，
有利于降低相关企业和消费者负担，
应落地做细。

2、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
税、营业税“起征点”提高已于去年秋
天明确宣布，需在各地尽快形成实施
细则，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

3、上海今年 1月 1日先行先试
的增值税扩围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结
构性减税举措，可消除三产、建安、交
通企业的重复征税因素鼓励专业化
细分和升级换代，进而改进服务提振
消费、转变方式惠及民生，应在试点
取得一定经验后积极扩大覆盖面，直

至最终对统一市场全覆盖。
4、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改项目

和可界定的创新活动以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项目、动漫等文化创意
产业等，应积极适当匹配所得税抵
减、增值税和营业税降低税率、相关
融资支持的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
措施。

5、对蔬菜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
税的同时，清理、整顿相关的物流收
费和降低其它实际负担，以利改进基
本民生。

6、在个人所得税深化改革中，应
创造条件结合“综合收入”和“家计扣
除”等机制，针对培育中等收入阶层
这一重要方针，体现更有力的结构性
减税安排。

当然，结构性减税并不代表我国
税收改革任务的全部，资源税、房产
税等方面的改革，很有必要得到统筹
的规划设计，与诸种结构性减税措施
良性结合相辅相成。

财税政策后面应跟上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