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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龙

1月 4日，山西阳泉市郊的白羊墅，阳泉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阳泉铝业）大院里空空荡荡，不见人影。大院里

正对大门方向竖立着一座“三阳开泰”的雕像，这种良好的愿

望在该公司的职工看来，已经是一种奢望。阳泉铝业把自己和

职工停留在了冬天里。

仅仅在 6年之前，阳泉铝业还曾是富士康公司的供货商。
该公司生产的实心“太阳花”是电脑 CPU 的散热部件。当时全
国仅有 4家企业能从事实心“太阳花”的制造。该公司称，仅此
一项每年可增加效益 4800万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阳泉铝业曾经是很辉煌的，其铝锭产品

在全国颇具知名度，一度曾到供不应求的地步。美国、加拿大、

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是该公司产品的出口地。

6年之后，这家企业瞬间“倒塌”。“去年 11月下旬就已经
完全停产，12月 31日正式给全体员工放假，每个月给员工发
放 198元生活补助，这没法活。经过上访，政府才把生活费有
所提高。”阳泉铝业一位员工马先生（化名）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据记者了解，2011年，阳泉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20253.38元。

管理漏洞：一张签到表成本 8元

作为 1982年建设的阿尔巴尼亚样板工程，提及过去，马
先生的眼睛里透露着自豪：“我们的产品出口都是免检，但现

在不行了，阳泉铝业的资产负债率可能有 700%，地皮也是租
赁的。”

在阳泉市官方看来，阳泉铝业到了今天的地步，市场行情

不佳是主要原因。阳泉市国资委办公室主任路毅告诉记者，主

要原因还是市场原因，成本大于售价，铝锭售价 1.5万元，成
本 1.7万元到 1.8万元，“肯定要亏损嘛”。（下转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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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和你在这个崭新年头

的第一次见面。太阳照常在黎明升

起，从辽阔幅员的霜雪和晨露间升

起，从每一个企业的质量与效益的追

求间升起。无论身在何地，愿你在这

个清晨，分享这份新鲜的光亮。我们

谨以此文奉上新年的问候，表达我们

一起在剧变时代追寻解决中国企业

问题的意向。

当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时，新年

的阳光已经第二十五次炫目地照在

中国这份平凡的报纸上。

25年来，我们一次次、一年年，执

著地贴近企业，贴近问题，记录时代

的进程，在问题与思想中汲取力量。

而新的一年，是中共十八大确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的第一年。

我们没有回避“深化企业改革”、“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与“政企关系”这么

严肃的问题，哪怕是在本该轻松的新

年第一次见面，因为我们知道，“解决

问题”与“发展”是一个概念的两面，

我们正视问题，因为有一个值得冀望

的明天摆在所有中国企业面前。

当寒风吹动落叶而大雪仍然坚

封北国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期，

请让我们倾听一个久远的声音。25年

前，本报第一期《期望与要求》中便有

努力帮助企业解答、反映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声音许诺。今天，当《中国企业

报》明确“问题推动，思想引领”之路

时，这仍是我们精神的圭臬，我们勉

力继承其志，并视之为传统。《中国企

业报》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 25 年，多

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为企业

和企业家服务的承诺仍然在每一个

新年来临之时嗡然回响。

过去的一年，亦如曾经的二十五

个春秋，我们早已习惯了从问题里积

聚再次出发的动力，习惯了从每一次

与企业的倾听、观察、交流中感悟个人

的命运、社会的脉动、国家的方向。我

们提出银行暴利论 , 为实体经济摇旗

呐喊 , 我们提出大企业时代论,为做强

做优 ,培育世界一流提供理论支持, 我

们提出消费主导论 , 为企业转型英勇

探路, 我们提出央企市营包容和谐文

化, 为催生东方管理哲学而尽心尽力;

我们从问题中找到选题, 从思想中引

领未来。所以，“问题”不只是纸面上的

一句话，更是我们的一份承诺：我们会

尽责地体会问题推动的快乐; 我们承

诺，新的一年你依然能从这张新闻纸

的字里行间发现我们的热血、眼泪和

汗水。

三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讲到，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

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

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

四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讲话中强调，要树立问题意

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

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

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下转第六版）

一念朋友，一念敌人：
企业家的“哥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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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推动
是我们追求真相的力量

2012年年末，财政部一纸处理决定令 36家宁波高新技术
企业坠入谷底———经查，宁波市从 2008年开始的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中，部分企业存在资格认定虚假问题，其中 36 家企业
情节严重，不但要补缴享受的税收减免，而且被取消了未来 5
年内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资格。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被处罚企业

有“难言之隐”。当地科技局则坦称，绝大部分被查出的“虚假”

企业都是被冤枉的。

“一棍子”落下让 36家企业“现原形”？

2012年 11月 16日，财政部专门下发财监（2012）98号文
件———《财政部关于宁波高新技术认定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以下简称 98 号文
件），宣布在专项检查后，发现宁波市 2008年至 2010年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中，部分企业存在问题，并决定对于存在 2个以
上问题的企业从重处罚，对专家违规的提出批评、对中介机构

问题进一步核查并追究相关责任。并规定企业要在 2012 年
12月 31日前落实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中最令企业吃不消的
是“撤销高新技术企业资格，5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认定申
请，并由税务机关按规定补征相关税款”等条款。

98号文件指出，2011年 6月至 9月，财政部组织财政部
驻宁波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宁波市 2008年至 2010年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专

项检查，检查结论发现主要存在三种问题，包括部分企业不符

合认定条件、专家评价不规范及认定机构通报批评部分中介

机构后又公告其具备高新认定专项审计资质。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对 98号文件中涉及的 36家企业进
行采访时，均遇到不同方式的婉拒，有的企业甚至以“不知道，

没接到通知”为由拒绝。宁波市科学技术局高新产业发展处处

长倪福模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企业之所以

拒绝，可能是有“难言之隐”。 （下转第十六版）

宁波 36家高新技术企业
被指 4年前资格认定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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