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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多名应届毕业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新闻发
布会———公开指责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
技桩业 )在华中区校园招聘是一场“骗局”，其招聘的 800余名
大学生近半数未入职便被辞退。

大学生的代理律师认为，学生们的遭遇与中技桩业 IPO
经历息息相关。目前，中技桩业欲申请第二次 IPO，在经济增
长放缓的环境下，中技桩业有过一次冲击 IPO 未果的经历，企
业发展遭遇到了前所未遇的困境，因此才会想尽办法辞退已
招聘的大学生。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上述说法向中技桩业求证，截至发

稿前未得到对方回复。

400余名受聘大学生被辞退
10月 10日，来自湖南工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谢燕、叶勇、

陈琳联名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工程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的多名大学生在长沙召开“中技桩业违约背信，
应届大学生维权发布会”。大学生维权代表在会上说，中技桩
业在华中区校园招聘是一场“骗局”，拟起诉中技桩业以维护
应届大学生的正当权益。

发布会上，大学生们提供了双方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报到
通知书以及 2012届大学生集训营视频和照片等证据，以证实
这些大学生被中技桩业校园招聘后遭该公司“过河拆桥”式踢
开的闹剧。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发布会现场拿到的资料中看到一份

《2012届华中区高校毕业生对上海中技桩业的维权声明》，有
十几位大学生在该声明中签名声援，共同声讨中技桩业不讲
诚信的行为。大学生代表在会上提出：要求中技桩业作出解释
和公开道歉，并补签书面劳动合同、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据大学生代表介绍，中技桩业在 2011年 11月开展校园
招聘，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包括叶勇、谢燕在内的几十名大学
生脱颖而出，并在学校里与中技桩业签订了就业协议。2012
年 3月份开始，学生陆续到中技桩业报到，参加入职培训。再
等到 8月份去该公司报到参加培训时，培训时间未到两天，却
被告知不适合公司要求而劝其离开。

湖南工学院的大学生维权代表谢燕说，她经过初选、笔
试、面试之后，从 400多人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时包括她
自己一共有 12名同学与中技桩业签订了就业协议。自去年下
半年始，中技桩业在华中区各高校招聘了 800名大学生，但是
其承诺的待遇并没有兑现，以致目前有超过一半的大学毕业
生都被迫离职。

事后，这几位深受其害的大学生委托湖南清园律师事务
所韩喜斌律师帮其追诉中技桩业的相应责任。（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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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联名誉会长陈
锦华重要著作———《国事续述》出版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
行。来自相关国家部委、大型企业、学界的代表共聚一堂，就
《国事续述》一书的出版价值和现实意义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者认为，陈锦华同志长期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国事续述》是他继《国事
忆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等主题，重点讲述
了陈锦华同志在我国纺织工业大发展、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
与发展、宝钢建设的经过及经验、国家体改委对改革开放的探
索、国家发改委确保经济增长的举措、博鳌亚洲论坛的组建等
重大事件中的历史思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与陈锦华同
志之前的著作《国事忆述》、《中日关系大事辑览》一样，该书真
实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回顾了许多重大决策出台始
末，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陈锦华说，有个著名的故事，讲人在死后的旅程中，必须
跨越一条河流，在口渴时便喝一口河中的水，于是生前之事便
会统统忘光，不再剩有留恋和遗憾。这条河便被叫做遗忘之
河。他并不欣赏这个故事，更不赞成把生前之事统统忘光，那
样相关历史就会留下不应有的空白。因此，他仍想把有些事，
有些重要心迹，不留在遗忘河，而是讲出来留给后人。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陈锦华、全国政
协原副主席徐匡迪、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中
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
振华、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卢昌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
主任彭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中国企联副理事长尹
援平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中国人民
大学校长陈雨露主持了座谈会。

本报记者 王敏

近百项涉企业行政审批取消

本报记者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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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联名誉会长陈锦华新作
《国事续述》出版座谈会举行

国务院调整和取消 314项行政审批，并指出凡公民
能自决的，政府都退出；凡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退
出———新“两个凡是”之下企业有喜有忧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取消行政审批的经济学意义是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对企业有直接意
义。企业如果做什么都要申请，运行
效率不但很低，而且会错失市场机
会，等于国家给企业设置障碍，绊住
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脚步。而伴随
着 314项审批项目的取消和调整，预
计企业的经营会产生良性趋势。”10
月 14 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中粮集团旗下公司高管董晓
光乐观地表示。

但是，也有不少经济人士表达了
自己的担忧———不能让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重现“新 36 条”的尴尬处
境。“新 36 条”名义上为民营企业松
了绑，但因为缺少实施细则，玻璃
门、天花板的状况还是得不到根本
改变。十年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最
终能否真正为企业松绑？只能让时
间说话。

利好民间投资
和小微企业发展

对此次审批项目的取消和调整
抱乐观态度的远非董晓光一人。北京
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马光远博士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自
己就取消行政审批项目专门写了一
篇文章表达对此举的欢迎。

（下转第二版）

1992年 10月 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20年后，2012年 10月 10日———《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52号文件）发布，决
定取消和调整 314项审批项目。国发 52号文件同时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
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
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国发 52号文件的颁布，是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推进，无疑是对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20周年的最好纪念。

今年诺奖评审委员会把和平奖
颁给了欧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欧
盟获奖都出人意料。颁奖现场出现的
“嘘”声正是对这个奖项莫名其妙的
最好注释。

诺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
欧盟在过去 60年中为促进欧洲的和
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做出了贡献。

诺贝尔的遗嘱清楚表明，和平奖
应授予“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
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
议做过最大努力或最杰出工作的
人”。后来，评奖范围扩及机构。如果
从历史上看，欧盟这个机构在这方面
确实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也有资格获
得这个奖项。然而，令人莫名其妙的
是，欧盟在面临诸多经济难题、欧债
危机令世界经济版图产生动荡的今
天却获得了和平奖，这就令人费解
了。

因此，难怪捷克总统克劳斯对欧
盟获奖的第一反应说：“这是个笑话
吧”，更难怪《大西洋月刊》网站评论：
“又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选择”。同

时，希腊、西班牙等重债国一些民众
甚至感到愤怒，认定这分明是对自己
国家和欧盟现状的讽刺。

眼下的欧盟一团糟糕，以法国为
首的欧盟成员国利用战争推翻了卡
扎菲政权，希腊、西班牙国债危机仍
挥之不去，社会又面临动荡不安；欧
盟内部之间的斗争和争议不断，整个
欧元区重重危机，欧盟面临分裂甚至
解体的危险。可以说目前的欧盟是历
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之一。

诺贝尔奖虽然影响力巨大，奖项
的权威性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然
而，人们不能忽略的是诺贝尔奖项授
予谁毕竟是由评奖委员会起决定作
用，而评奖委员会成员是由瑞典专家
组成。无疑会反映瑞典的价值观和政
治取向。尤其是和平奖这种缺乏严格
专业评判标准的奖项，主观随意性就
更强烈。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
兰表白，期望“在欧洲有开始解体的
真正危机时刻，再次聚焦欧盟成立的
基本目的”。目前，欧盟与欧元区经济
问题非常严峻，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
巨大。整个欧盟对未来都忧心忡忡，

不知前路如何。如何让欧盟和欧元区
走出困境重振辉煌，不仅仅是政治家
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整个欧洲关注
的问题。作为有世界影响力的诺贝尔
和平奖委员会试图通过和平奖“聚焦
欧盟成立的基本目的”可谓用心良
苦。

然而，良好的用心取代不了现实
的焦虑。和平奖授予欧盟，除了让人
莫名其妙外，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
牙和希腊感到是个莫大的讽刺，感觉
受到羞辱，因而愤怒。这是可以理解
的。

这种做法只能有两个合乎逻辑
的解读：诺贝尔和平奖偏离诺贝尔设
立该奖的初衷越来越远；欧盟的现状
真的很糟糕，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
会已经看不下去了。

其实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盟的
争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盟及
欧盟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争议
背后的原因。欧盟应该理解诺奖评审
委员会的良苦用心，理解他们对欧盟
的期望，尽快采取有力可行的经济政
策走出泥淖，真正为世界经济的繁荣
稳定做贡献。

《中国企业报》社关于中国企业新闻网的郑重声明 详见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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