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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郝帅

打破政商关系旧平衡

由于接二连三遭遇莫名其妙的执法，青岛北方盐化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盐化）开拓河北市场的计划几乎搁浅。

被执法货物是北方盐化的工业盐。10月 30日，原计划从山
东寿光至河北沙河由陆路运输的 80吨工业盐于邢台市沙河境
内的高速公路上被平乡盐政所查扣，11月 5日，原计划从湖北
孝感至河北沙河由铁路运输的两车皮共计 120吨工业盐被查扣
（本报 11月 27日曾以《青岛盐企货车河北遭行政“扣留”》为题
报道过此事）。

“这是我公司到河北经营的第一批产品，被扣显示我们正

规的工业盐在河北地区的经销很可能遇到持续阻力。我们现在

只能停止所有河北地区的业务，直到解决为止。”12月 10日，北
方盐化河北地区业务负责人李社斌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屡屡打击北方盐化这种工业盐经

销商的正是与其形成竞争关系的地方盐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盐政部门不但对工业盐经销商进行“执法”，连很多以工业盐为

生产原料的企业也不放过。更为严重的是，本就是“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的盐政和盐业公司的经营权，竟然可以通过承包获得。

“通过陆路运输的 80吨产品是平乡盐政跨界来到沙河查
扣的。得到消息后我立刻赶赴平乡盐政，但平乡盐政说他们扣的

是车，所以只跟司机交流，对我置之不理，也不给我出相应的手

续。到现在我们的工业盐还被扣着，没有任何消息。”李社斌说。

“通过铁路运输的 120吨工业盐于 11月 5日被扣。那天我
拿着领货凭证和公司开给我的介绍信去沙河火车站提货，但却

被告知货被石家庄铁路公安处扣了，被封存在沙河市盐业专营

公司仓库。我去问铁路公安处和盐政，他们却都说是对方的事

情，都不管。”李社斌向记者表示。

“其实根源在于我们这些工业盐经销商跟盐政是竞争关

系。”李社斌告诉记者，盐政跟盐业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他

们除了经营国家专属的食盐之外，还经营着早已放开的工业盐。

而工业盐利润虽低但数量大，占总体销售额的 2/3还要多。“所
以盐政就总找我们的麻烦。”

事实上，虽然国家一直对食用盐专属经营，但对工业盐则

早已放开。

2003年，国家发改委给广东省人民政府治理公路三乱督察队
的函中明确注明：“目前国家对两碱工业用盐和其他工业用盐（即

小工业用盐）的产销不再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或计划分配调拨。”

而工信部 2011年 10月发布的《工业盐经营问题应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批复意见执行》中更是明确指出：“工业盐已不再属

于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经营工业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犯

罪。法律及《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

可，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运营制度。”

“盐政和盐业公司既参与经营又进行监督。他们不仅会以

各种借口查扣经销商的工业用盐，还会去用盐企业进行‘检

查’。”李社斌告诉记者，“如果用盐企业用了我们的盐而没有用

盐政的工业盐，他们就会到企业进行所谓的检查，说工业盐也是

国家专属经营的，不用他们的盐就是用私盐。大多数企业根本弄

不清盐是食用盐国家经营而工业盐放开经营，所以就会因为害

怕被处罚而用他们的盐。而这些所谓的盐业执法者，有些甚至是

通过承包地方的盐业公司而获得的，平乡盐政就是这样。”

12月 10日，记者来到平乡县政府要求对上述情况进行核
实，但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负责人不在，要记者去邢

台盐政查问此事。随后记者又来到邢台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要

记者留下问题，答应会尽快联系相关部门。但截至记者发稿，尚

未得到任何答复。

12月 15日记者发稿前，邢台市一家用盐企业向记者反映，
作为原料的 5吨工业用盐被当地盐政查扣，并罚款 7000元，而
罚款只开了收据并未开具发票。但该说法记者未获官方证实。

风景秀丽的闽南第一峰吴田山被

采石业“剃”成了“秃顶”。

吴田山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

是厦漳平原上的最高峰。但《中国企业

报》记者日前在吴田山调查发现，当地

石材加工和开采企业众多，被开采后的

山体裸露在外，与未开采山体上郁郁葱

葱的树木形成强烈对比。

当地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吴田山

从事采石的企业违规占地很多，总规模

可能会达到近万亩。更严重的是，非法

采石企业背后隐现政府部门运作的身

影。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相关部门曾两次

给一家并不存在的“企业”颁发采矿证。

“对于开采和加工饰面花岗岩来

说，开山是必然的。植被破坏仅仅是矿

区诸多问题中的冰山一角。有的采石企

业私挖滥采导致环境被破坏，地质灾害

发生可能性大大增加。”相关人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闽南第一峰的畸形产业

官方资料显示，长泰县是全国山区

综合开发试点县，也是全国生态建设示

范县和福建省环保先进县。但从上世纪

80年代末开始，这里就陆续开山采石，
主要供应本县 600多家石板材加工企
业，年产值一度达 3亿元以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日前调查发现，

越深入吴田山腹地采石企业越多，堆积

在采石坑口附近的乱石也越多。

“这些石头是荒料，本来应该由采

石企业负责运输和妥善处理。但是有

的企业为了方便和节省成本就近堆积

在采石坑口处，这样做破坏环境同时

也不安全。”当地村民连同兴向记者表

示。

连同兴所说在记者上山途中得

到印证。原本顺畅的公路在一处巨

大石堆旁突然变得扭曲且凹凸不

平，无论是机动车还是行人都要艰

难通过。

“这样无序堆放时间长了会引起更

大的问题，在下雨时甚至可能引发泥石

流。”连同兴说。

长泰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给本报的

《吴田山矿区整顿和规范工作情况汇

报》中显示，2003年，吴田山矿区的开
采坑口达 470 个，矿区破土面积约
8000亩，年产荒料约 20万方。2006年，
已封闭的矿点占吴田山矿区采矿点总

量的 1/3，采矿点减少到 298个。但至今
问题仍然很多，造成矿山事故频发、地

质灾害严重、环境破坏严重、群众情绪

激烈等。

未注册企业两获采矿权证

有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透露，采矿权的发放存在问题，甚至有

的企业根本未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就

取得了采矿许可证。“长泰县正金矿业

有限公司就是以‘黑户’身份取得了采

矿权证。相关部门 2008年就给正金矿
业发了采矿权证，而正金矿业是 2011
年 9月才去工商局申请注册，2012年
才成立的公司。”

上述业内人士给记者提供了长泰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名称为长泰

县正金矿业有限公司的《公司设立登

记申请书》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

中，《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的日期为

2012年 1月 30日，《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显示成立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6
日。

同时，上述业内人士还向记者出

示了 2008年 5月 26日相关部门向长
泰县正金矿业有限公司颁发的证号为

3506000810018的《采矿许可证》。其中
矿山名称为“长泰县正金矿业有限公

司吴田山矿区石狮头 Ss4矿段”，有效
期限为，“三年自 2008年 5月 26日至
2011年 5月 26日。”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肯定是有了

合法注册的企业才能去申请采矿权，

但正金矿业明显是先拿到了采矿权

证，后去注册。相关部门把采矿权证发

给了“黑户”。

随后，上述业内人士又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出示了相关部门向长泰县正

金矿业有限公司颁发的证号为

C3506002011057120112890的《采矿
许可证》。其中有效期限为，“三年自 2011
年 5月 30日至 2014年 5月 30日。”

上述业内人士对此表示，“从这张

《采矿许可证》可以看出，第二次给正

金矿业发证时的 2011年，它依然没有
登记注册，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两次把

采矿权发给了‘黑户’。”

记者就此事向长泰县相关负责人

求证，该负责人并未正面回答，只是向

记者表示：“现在所有从事采石业的企

业都是通过招拍挂取得的合法手续。”

县国土局称“积重难返”

有资料显示，长泰县人大常委会曾

有明确态度：不管吴田山矿区对长泰经

济发展贡献多大，都要坚决整治。

长泰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智强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吴田山矿区由 298个采矿点成
功整合为 23个，这些采矿权都在由有
资质的企业合法经营着。”

虽然几经整改，但张智强向记者

坦言，“由于经济利益的原因，吴田山

上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相关部门几

经整改，但一直存在着问题。而且这些

问题由来已久，可谓积重难返。”

“就连吴田山上的居民对采石业

也是又爱又恨，爱的是采石业的存在

使得他们就业机会多了，收入增加了。

并且由于采石业的存在政府也为吴田

山地区进行了大量例如水、电、路灯基

础建设。恨的是采石业带来了环境破

坏、地质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张智强

说。

事实上，吴田山采石业现在已经

是长泰县的夕阳产业，占当地经济比

例大不如前。

“从现在到 2015年是我们给采石
业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将逐步关停吴

田山矿区，到 2015年将完全关闭。”长
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薛永远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升级转型，

采石业已经不是长泰县的支柱产业。

加之问题众多，所以要关闭。”

“在中国搞政商关系比读哈佛博

士后还要困难。”这是万达集团董事

长王健林日前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发

出的感叹。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07
年 11月至 2012年 6月，全国司法机
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共依法查处商业

贿赂案件 8.1万余件，涉案金额 222
亿余元，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 1.3
万余件 1.5万余人。大量公务员涉及
商业贿赂背后，隐现了中国目前复杂

的政商关系图景。

“跑部进钱”是最能体现中国政

商关系本质的一个词汇。政府部门掌

握着政策、资金、权力，这既是导致大

量公务员涉及商业贿赂的原因，也是

导致政商关系异化的原因。一方面，

企业通过建立密切的政商关系，可以

从政府部门获得大量的政策、资金和

资源支持，让政商关系成为企业快速

发展的加速器。另一方面，政府部门

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企业如果要获

得超额的资源，就必须通过非正常的

渠道和掌握资源决定权的个人达成

幕后交易，而一旦事发，则可能致使

企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客观上讲，高度依赖私人情感

的政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经济运转的效率，使一些事情摆脱

了复杂的审批和官僚流程。另一方

面，这种法外寻租行为严重损害了

社会公平，为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

患。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政商关

系状况，釜底抽薪之策就是减少政府

部门的公权力干预。让企业不是通过

“审批”谋利，而是通过市场打拼去发

展。政府只要制定好规则，对企业的

资金扶持完全可以由各种风险投资

和天使资金去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结束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作了重要部署和要求，强调以

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

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

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用市场替代行政，无论对于中国

企业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都将是一个福音。

【政商关系案例之二】

查扣工业盐商货物，盐政与盐业公司属“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经营权可通过承包取得

邢台盐政被指与企业争利
丁是钉

福建长泰：未注册企业缘何两获采矿权证？
【政商关系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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