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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岷

财产监督制度势在必行

杨帆

目前，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

呼声颇高。

十八大之后全国人民对新的领

导集体翘首以盼，希望在 2013年两会
期间能够通过关于不动产的“阳光法

案”，并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配套

措施能有效实行，不让人民失望，以

确立新领导层的威信。

财产监督制度分为两项，第一，

官员财产公示。根据台湾经验，主要

是包括官员、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

兄弟姐妹和已成年子女，由于有了自

己生活的独立来源，不在公布之列。

登记的主要是房地产、股票、存款和

债券，不包括黄金首饰字画玉器等。

有人提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难道官员们不会转移财产吗？这就需

要更加广泛的财产监督，即全民财产

登记（不用公示）制度。这项制度其实

非常普通，是税收制度的一部分。房

地产税、遗产税都是需要财产登记

的，不登记或用假名登记，即为隐瞒

财产逃避税收，已构成违法。我们不

能怀疑制度建设的效果，长期坚持，

鼓励举报，不断进行清查，必有良好

效果。

这样做，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

是大量匿名和非法财产提前变卖，

以投资方式向境外转移，资本外逃

可能诱发抛售股票房地产，挤兑外

汇和人民币。要知道，非法或者灰色

财产收入巨大，但大部分由于外汇

管制，还是留在国内的。因此在财产

登记与公示制度施行以前，不能以

“人民币国际化”的名义放开全部外

汇管制，给庞大的非法财产开绿灯。

反而应强化相关管理，限制财产的

变卖与转移。国家必须对在此期间

大量变卖和转移财产的行为进行严

格监督和惩罚，防止法令未出财产

先行转移的情况。

改革有红利也有风险，有相关利

益。大家头脑要清醒，前些年以改革

名义损害国家人民利益，被一小撮权

贵谋取利益的改革已经不少，严重损

害了改革声誉，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改

革共识。以后不能再搞这样的所谓

“改革”，主观上为权贵阶层谋取利益

不行，客观上导致这样的结果也不

行。

第二种情况，就是真正进行了财

产登记与公示，会有大量非法的、用

假名登记的房地产无人登记，作为

“无主财产”应收归国家。这不是没收

私人财产，而是收回无主财产。目前

揭发出许多地方干部拥有十几套房

产，可进行重新登记，在一定期限内

放弃登记，即等于退还国家，对于贪

污者可不追究其法律责任。

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赦免”了他

们的“原罪”，只不过没有公开宣布而

已。“原罪”不可能公开宣布赦免，这

会损害国家的合法性。但是，也不能

用文革或者重庆的办法悉数剥夺。

讲法律又有智慧的办法是对于

历史上的原罪问题，给贪污者一个赎

罪的机会。在一定期间内允许他们重

新登记财产。贪污或者多占者本人可

以不去登记，法律也不再追究。这样

做，等于就是交出一部分贪污的财

产，免去了法律的惩罚。这就是我在

15年以前就提出的所谓“低成本反腐
败”。

有些激进人士又要批评这样做

太“不彻底”。殊不知比起极其巨额

的非法财产或者灰色财产，权贵们

能公示一部分，交出一部分，已经很

不错。大部分来源不明的财产，不可

避免地会转移，我们也只能采取历

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不可

能有太严厉的清算，尤其没有必要

严厉处罚人身。以新的制度结束前

一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利用改革造成

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收回一部

分财产，约束后人不得再犯，是我们

的目的。

对于有人检举，证据确凿的案

件，当然要依法处理，党和国家一直

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应有保护证人和

鼓励检举的具体措施。

法不责众，重在预防，普遍性的财

产监督制度，包括官员不动产公示，公

民不动产纳税登记在内，是国际惯例，

刻不容缓必须要建立。在过渡期要结

合中国实际，灵活处理 33年历史形成
的既得利益，否则就行不通，或产生严

重副作用。经过重庆模式的折腾，希望

中国人再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魄力不

减，再加上智慧与灵活性。这方面，中

国改革已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

次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寒冬里的湘江，雾气氤氲，同时亦弥漫着商战的硝烟。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这对同城的工程机械巨头，正在

媒体的曝光和舆论的煽动中上演着现代版的江湖恩怨，虽

不见刀光剑影，却多了口诛笔伐，也处处彰显着身不由己。

此次三一与中联矛盾激化，恐怕就源自媒体对三一老

总梁稳根的高度关注。由于其连续三届当选党代表，在十八

大前夕已经是媒体的宠儿，而未入选中央候补委员一事也

一直被媒体默默关注着。自三一传出要将总部迁往北京的

消息后，媒体的克制终于崩溃，各种版本的三一迁址缘由接

踵而至，关于三一和中联的“猛料”也汹涌而出。

由此一来，使得两家工程机械巨头之间的纷争完全公

开化。

作为主要和直接的竞争对手，三一与中联背后有着十

余年的恩怨纠葛，只是由于多年来彼此间形成的默契，躲过

了好事者的骚扰，维持着相对的平静。然而，在想不寂寞都

难的年代，历史问题一旦被媒体盯上就会抓住不放并被无

限放大，以此迎合人们持续“八卦”的乐趣。

实际上，对于三一总部的迁址的主要原因，未必如外界

所传。此等“迁都”大事，绝不是头脑一热就定下来的事情。

企业的战略考量肯定超出一般人的思维容量，如果没有确

凿的证据，只从细枝末节来解读和放大这件事，恐怕不仅会

使中联无辜背负骂名，也低估了三一管理者的智商。

同时，商战中既不存在永远的敌人，也没有绝对的对与

错。如今的三一和中联已经不只是竞争这一层关系，它们都

要感谢对方这个强劲的对手，让自身永远处于一种不懈怠

的状态。

据悉，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中，中联重科和三

一重工目前分列第六名和第七名的位置，都称得上是笑傲

一方的“枭雄”。数据显示，2001年至 2011 年，中联重科营收
增长 120倍、利润增长 90倍，三一重工营收增长 90 倍、利
润增长 95 倍。2012 年前三季度，中联中科实现营业收入
391.08 亿元、利润近 70 亿元，三一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406.99亿元、利润近 60 亿元。不难看出，二者多年来在发展
上咬合很紧，基本上成你追我赶的态势。

两家极具鲜明个性企业通过奋力拼杀，在群雄逐鹿的

过程中成长至今实属不易。然而，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过往纠

结中，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三一与中联更加纠缠不

清，陷入骑虎难下的局面。而这场“战争”也许根本就没有胜

利者，最大的可能是两败俱伤。当二者以超越某种底线的模

式互相伤害时，也伤着两家企业的员工以及关心和爱护着

他们的人们。

可是，任何一桩突发事件，只要其“观赏性”不被媒体榨

干榨透，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更何况是关系到三一和中联

这两家明星企业。媒体过分纠结于细枝末节，显然，这对于

三一和中联来说都是不愿看到的。

如今，虽然涉事双方均多次透露不愿再对外谈起相关

细节，然而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和不断热炒，让双方不堪其

累。“吵来吵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这些是来自三一和中联内部人士的心声。

当事者已然如此，媒体更需要收心，应放下猎奇的心

理，避免过分追逐企业的花边新闻。在关注企业间竞争的同

时，更要强调企业的共生与和谐。正如《狼图腾》书中讲：草

原上单个生命的存在与消亡是“小命”，而整个草原的生命

才是“大命”。 媒体应放下对单个企业过分的关注，转而为

中国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关系到

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强盛。

其实，三一与中联的问题是我国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

现象，只是由于两家企业太具有影响力而持续得到关注。这

一事件也提醒我们，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应正确

处理好企业、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首先，对于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出面调解，

通过相关政策加以引导，但应避免为了达到调解效果而用行

政手段强加干预；同时，企业和媒体也应自律，在政府调解不

成时，应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应诉诸舆论

这种不可控的工具，将事态严重恶化以至偏离本意。

在过去的日子里，中联与三一共同缔造了长沙一个上

千亿产值的行业，更竞相创造了许多的行业第一、中国第一

和世界第一，为祖国争得了太多的荣誉。如今，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吹响了实体经济回归的号角，

在鲜明的旗帜下，三一与中联应当联手发挥实体经济先锋

军的作用。

愿媒体放手让三一与中联一笑泯恩仇，将主要精力放

在为中华民族实体经济回归贡献力量上。

媒体应放手让
三一和中联一笑泯恩仇

从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看，今

年最后两个月，政府部门财政支出将

超 3 万亿元。这意味着备受诟病的
“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或将再次上演。

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已经成为一种

“疑难杂症”，尽管相关部门屡出禁

令，不少专家也开出了各种药方，但

目前来看，“治疗”的效果只能说是事

倍功半。

客观地说，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

钱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譬如

一般情况下，每年 3月全国人大开会
期间，中央财政预算才能得到批准。

而在批准之前，新增项目支出基本上

是不安排的。大量新增项目支出只能

在预算批复下达之后才开始。现实

中，由于支出需要一个过程，新增项

目支出很容易拖到下半年才能得到

执行。这样，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

财政支出规模偏大就是自然而然的

事。

其实，年底花钱，本来是很正常

的事情。就像我们每家每户一样，年

底过年的各项支出明显都多于前几

个季度的花销。问题在于这笔钱花得

对不对，是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

纳税人的钱花没花到刀刃上。换言

之，问题不在于突击花钱，而是突击

“乱花钱”，为花钱而花钱。

去年年底长沙市海韵贸易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荣向媒体实名举报，称

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

府采购中心在年末一起政府采购中

玩猫儿腻，放着价廉物美的名优产品

不选，偏偏高价内定“山寨杂牌”中

标，原本 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
最后却以 3000万元成交，被网友讽

刺“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对此，有关

官员解释说，其一，因为“贵一点的东

西相对更有质量保证”；其二，是“预

算执行的需要”，因为“如果预算没有

执行完，必然会影响到第二年的预算

编制”。

有关官员的解释听起来似乎很

有道理，不过细想想似乎没那么简

单。第一点在网友的追问下已经不

攻自破。第二点，似乎说的更理直气

壮，在该官员的逻辑里，这都是现有

预算制度造成的，今年不花完，明年

预算就会减少，所以能花完得花完，

花不完创造条件也要花完。问题真

是如此吗？如果仅仅是为了花掉预

算，相关部门大可以将这些钱用到

更需要的地方，比如上面讲的湖南

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府采

购中心省出来的钱，是否可以用到

更需要的地方去，用于救助贫困地

区的失学儿童，让更多的孩子享受

接受教育的权利，或者用于提高偏

远乡镇地区学校硬件建设，让更多

的孩子在安全舒适的环境里读书，

都未尝不可。为什么要偏偏放着物

美价廉的名优产品不买，非要去购

买高价“山寨杂牌”呢？其中是否存

在权力寻租、趁机腐败的猫儿腻？让

人不能不怀疑。

事实上，现实中大量突击花钱，

是将不该发的钱发了，不该吃的饭吃

了，不该出的差出了，不该买的东西

买了———原本用于公共财政的支出，

变身为行政机构的小金库，丰富的是

少数人的荷包，提高的是小部分群体

的福利，相应地则是公共服务的不

足、不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

说是另一种腐败。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警

戒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党造

成致命伤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

也意味深长地告诫说：“大量事实告

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

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最

近，各地在反腐败问题上频频亮剑，

加上微博和传统媒体的推动，为数不

少的贪官被曝光，一批大案要案得以

处理，坊间一片赞扬之声，党反腐败

的信心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要注意腐

败的各种变异形式，年底乱花钱就是

颇为值得注意的一种。目前我国各级

政府不少财政支出在事前没有明确

的、体现公共需求的绩效目标，事中

缺乏跟踪监督、支出稀里糊涂，事后

则缺少支出责任制度的保障，拨款与

效果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就给了

一些当事人机会，年底突击花钱演变

成了寻租腐败的机会，突击花钱成了

突击乱花钱。

在现行预算体制下，年底“突

击”，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即使

找到了治疗这种“疑难杂症”的良方，

从用药到见效，也需要一个不短的周

期。既然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年底“突

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解决

“乱花钱”的问题，谨防在乱花钱过程

中产生各种新的腐败。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城镇
化和房地产的发展速度都是非常快

的。

中国的城镇人口，从 1990 年的
3.02 亿（第四次人口普查）发展到
2009 年的 6.2 亿，20 年的时间增加
了 3.18 亿。未来十年，预计中国新增
城镇人口将达到 4 亿左右，能够增加
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将使新型城
镇化建设相关业务板块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城镇化速率的提高促进了房地

产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的数量和规模

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

力流向城市，住房需求摆在了首要位

置，这直接导致了房屋刚性需求的变

化。此外，人口的增加将会导致各种

产业结构的变化，工厂扩建，企业办

公、服务行业及房产投资等对房屋的

需求也拉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有

很多非住房消费如休闲场所、度假区

等，这些都对人们的生活和消费结构

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房地产业的

广阔发展。

然而，房地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也

存在着冲突。

城市化速率的提高，虽然拉动了

房产需求，也使得中国房地产业发展

过热。房产投资和投机日趋增多，直

接表现就是房价过高，过高的房价不

仅给房地产开发带来了风险，而且与

居民收入不相协调，造成外来人口买

房难等问题。这种现状严重阻碍了城

镇化进程的速率，进而又反作用于房

地产业的发展。

同时，没有合理规划的城镇建设

使房地产业的开发呈现无序化特征。

由于城市竞争加剧以及房地产业巨

大开发利益的驱动，出现了房地产开

发的速度高于城镇化规划的速度，使

房地产开发出现无序甚至失控局面，

从而导致城镇功能分区和布局不明

确。

加之房地产市场的体制不健全，

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调。巨大利益的拉

动导致房地产市场开发火热、房地产

价格混乱，盲目的房地产投资占用了

其他城市建设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

的资源，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的能

力。且城镇房地产开发商大多实力

小、规范化程度低，使房地产业走向

批量大、档次低的尴尬境地，影响了

城镇的后续发展。

因此，如何避免城镇化进程和房

地产业的发展的利益冲突，使它们相

互促进，达到和谐共赢的局面，是迫

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

只有加快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的

房地产市场开发，发展和完善二手房

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住

宅消费从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向

有效需求转变，才能使城镇化建设与

房地产业协调发展。

城镇化与房地产应寻求协调发

展。在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日

趋加强的情况下，作为房地产业本

身，应严格落实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

措施，打造自己的品牌，注重产品质

量，提高服务标准，为中国城镇化进

程贡献更多力量。

蒋皓

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应寻求协调发展

别让年底突击花钱演变成另一种腐败
孟书强

任何一桩突发事件，

只要其“观赏性”不被媒

体榨干榨透，是不会被轻

易放过的，更何况是关系

到三一和中联这两家明

星企业。媒体过分纠结于

细枝末节，显然，这对于

三一和中联来说都是不

愿看到的。

“

王利博制图

———重提“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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