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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需要
“裸奔”的勇气

丁是钉

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在经济之外
杨帆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我正

在看美国人写的一本《大预测》，说按照

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2030年经济总
量将为美国 4倍，外贸也是美国 4倍，人
民币国际化成功，又是世界最大债权国，

将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号主导国家。

这是不是美国主流的看法我不知

道，但基辛格、林毅夫对此书做了推

荐，怪不得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来就

说中国还可以 8% 的速度增长 20年。
相比之下中国人自己就比较悲观，批

评林毅夫者甚多，有人预言中国在

2013—2017年之间发生金融危机。
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困

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推算近两年中

国 GDP的增长率可能已回落了 6—7
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回落 20个百
分点，2012年上半年已算是“硬着陆”
了，否则政府也不会推出这样大规模

的投资措施。2011年 9月份以来止跌

企稳，增长率保持在 7.5% 没有问题，
如考虑到物价可能反弹，7% 的增长
率可能更合适。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有的，按照

7% 的速度还可以增长 7—10年，GDP
在 10年内翻一番。但前提是：不能为
金融危机所打断。金融危机的潜在危

险主要有两个。

一是房地产泡沫。高地价的核心

问题是地方财政，一次性预收 70 年
土地使用金，加上高税费和回扣，造

成房价高涨。高涨的房地产又作为抵

押品贷款，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广义

货币 M2的内生性扩张远远超过大家
想象。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大跌

也跌不起。能控制住房价不再上升，

等待人民收入增长逐步把泡沫消化

自然是好，如果控制不住房价再度上

升就危险了。人口红利消失，工资大

幅度上升不可避免，造成工资与物价

螺旋上升，过几年再度收缩经济，提

高利率，房地产泡沫可能破裂。

二是以改革红利继续促进经济

增长，有潜力也有风险。比如实现人

民币国际化，可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

力，但这需要放弃外汇管制，实行货币

自由兑换。如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资

本集中外逃，就可能诱发对外汇的人

民币的挤兑。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基

本消除，贬值预期已开始出现。只是由

于美国 QE3 使美元贬值，打消了人民
币贬值预期。未来数年，如果真的出现

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诱发资本外逃，

促使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总体来说近几年，继续发债以投

资刺激经济，由于人民储蓄率高，经

济不至于发生大的问题。

保证经济发展的是资源安全问

题。一是以广西和重庆为基地，发展

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打通印度洋的出

海口。二是从俄罗斯取得资源，主要

是铁矿石和水，比石油天然气更加重

要。中国未来能源可以依靠煤炭，只

要技术过关，成本不是问题，规模效

应可以降低成本。粮食安全和煤化工

都需要大量的水，城镇化，农民进城

住单元房，需要 25倍的水。至少中国
北方，根本就是缺水的问题。一是海

水淡化，二是节约用水，三是在沙漠

上种红柳吸收地下水，都不能根本上

解决问题，大西线调水非常困难，可

争取从贝加尔湖调水，如果成功，把

汉水留给黄淮海平原，才有粮食安

全。水比耕地更加重要。

防止金融危机，经济数字是死

的，而信心是活的。打击我们信心的因

素在经济之外，涉及社会安全和文化

安全。意识形态斗争，在未来五年会空

前激烈。左翼受到重庆问题的影响，严

重受挫。右翼即自由派没有了制约，空

前活跃。这样的意识形态斗争，如与社

会矛盾结合，发生社会动荡，就可能产

生信心危机，诱发金融危机。影响经济

安全的因素不在经济，而在经济之外，

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事故发生已经 10 多天了，山西中南铁路南吕梁山隧道
爆炸事故死亡人数仍未查清。从事故发生到被知情人曝光，

在整整 5天的时间里，一起死伤多人的爆炸事故，几乎被当
事企业处理得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事故当天出警民警以

“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出警记录；蒲县当地医院 25 日的急诊
记录居然为零；死者被拉到距事故地点 368 公里的地方分
散火化；伤者同样被接到远离事故地点的医院分散治疗；所

有经历这场的“员工”每人发两万元被连夜打发走。

从这样一个周密的系统性的操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在

这起瞒报事故中，当事企业以自己的经济能量“摆平”很多

涉及政府和法律的事情。事故尚在调查之中，我们还不清楚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行贿受贿行为。如果没有行贿受贿，而是

相关各方“心甘情愿”帮助当事企业隐瞒事故，那么将是一

个更可怕的现实。

伴随着经济能量的增加，个别大企业开始出现了能量

膨胀，开始追求“超额能量”。近几年，在被曝光的违规项目

建设、环评未达标项目以及所谓“先上车，后买票”项目中，

都有大企业的身影，这表明个别大企业在扩张中已经因能

量膨胀开始冲破经济的甚至是法律的红线。大企业的“超额

能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财大气粗”让地方政府不惜违规讨好大企业。在

地方政府眼中，大企业就是财神爷，没有谁愿意得罪。特别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许多地方的财力吃紧，都指望央
企能在当地投几个天量项目，带动地方经济。而对于地方国

企能够被央企重组，各方的利益也是明显的。首先是没有

“贱卖国资”的风险，而央企的到来也会为地方政府脸上贴

金。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曲意迎合央企的现象已

经非常普遍。

其二，“位高权重”让地方政府惧怕央企三分。尽管取消

企业行政级别的文件已经下发了多次，但央企和政府之间

的关联并没有被切断。政府官员到央企担任高管以及央企

高管到政府担任高官还都时有发生。央企和政府之间这种

天然和密切的联系，让央企拥有更便捷、更直接、更有效的

沟通渠道，干预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以谋求更大的利

益。比如，搞了长达 8 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就因为
动了央企高管的“奶酪”，而迟迟未能出台。某央企高管曾十

分自得地讲述其处理和地方关系的“潜规则”———那就是搞

定上层，找比当地政府领导更大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面对

动辄“部级”、“局级”的央企高管，在官本位盛行了数千年的

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只能是笑脸相迎。

从当事企业通过快速“花钱埋单”，试图逃避国务院国

资委严格的绩效考核以及社会力量监督的做法，可以看出，

其瞒报事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其经济能量的无

边界扩张的苗头必须引起各方的警觉。加大改革力度，让企

业回归市场，限制某些央企的特权，使其以平等的市场主体

地位参与经济活动，让所有企业拥有同样的话语权，这是一

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必须从现在就开始。

警惕瞒报背后的
“超额能量”

曾深陷“产地造假”风波的达芬

奇家居因为高调宣布北京首旅集团

战略入股而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业

内人士表示，此次入股如果说首旅集

团是“战略性投资”，那么达芬奇家居

则是为了寻求“靠山”。据网易财经引

述达芬奇家居董事、新闻发言人黄志

新的话称，他认为，去年达芬奇家居

被指“产地造假”正是因为缺乏“有实

力的靠山”，“现在达芬奇有了国企这

个大靠山了”。

无独有偶，据《第一财经日报》报

道，在经过几个月停电、停产等“被调

控”的折磨后，河北省 5 家民资钢企
老板们选择不要一分钱投靠国有企

业河北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则以

商誉、管理和技术服务就获得了 5家
公司各自 10%的股权。“加入国企旗
下，至少不用担心自己是‘钢铁黑户’

而被关停，也就是说可以从根本上降

低政策风险。”当时投靠河北钢铁集

团的一家民资钢企高管在事后接受

媒体采访时坦言。

或许这只是凑巧碰在一起的两

个个案，并不能证明什么。但是，非公

企业在其中所表现出的寻找“靠山”

的心态，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此前

一直经营业绩不俗的“国际大品牌”

达芬奇家居，遭遇“产地造假”风波后

所归结出的原因，竟然是企业缺乏有

实力的靠山。河北省众多民资钢铁企

业在遭遇“寒冬”后想到的对策竟然

也是争相投靠国有企业河北钢铁集

团。

这样的结论和对策背后隐藏的

是这样一种可怕的逻辑：外资企业达

芬奇家居如果真的拥有国企这样的

“外衣”，便不可能如此轻易遭遇媒体

的曝光和舆论的围剿，也就不会因此

遭遇品牌和销量的重创；河北民营钢

铁企业如果拥有了国有企业的血统，

就不会遇到之前的种种“欺负”和伤

害，也就不会遭遇比国有企业更加苛

刻的“被调控”。

尽管这可能仅仅是达芬奇家居

和河北钢铁民企的“一厢情愿”，但其

中所反映的心态是我们必须警醒的。

在日常的舆论监督和司法执法、政策

执行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对国有企

业和非公企业不一视同仁的现象，在

资源使用和市场竞争中是否确实存

在国有企业比非公企业更有优势的

情况？这都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也是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健

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迈过

去的坎儿。

搭上政府这个“靠山”曾是过去

不少企业的经营“秘诀”。100多年前，

德国奔驰之父卡尔·本茨对属下有过

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

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而在中国，

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岩，则比他更

早悟出这个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实践

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使自己财源滚

滚并且官运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胡雪

岩式的政企关系显然是一种扭曲的

政企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不反思的

是，为什么 100多年后，关于红顶商人
胡雪岩的书籍在图书市场仍然非常

畅销，扭曲政企关系的胡雪岩仍然被

无数人尤其是非公企业经营者所推

崇？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正确处理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保证各种所有制主

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

障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是中国所有

制理论的又一创新和飞跃，是正确处

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以及不同所有制

经济主体关系的重要指针，也是今后

非公企业摆脱寻找“靠山”心态的最

强大的保障。

正视民营企业寻找“靠山”的诉

求的根源，尽快让民营企业摆脱寻找

“靠山”的心态，是公平健康的市场环

境的应有之义，亦是把十八大精神真

正落到实处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中

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里不同经济主

体真正的“靠山”理应是健全的法制，

而不是寄希望于搭上国有企业这样

的“靠山”，这只能是对公平健康的市

场环境的一种破坏。为什么非公企业

会产生这样的心态，各级政府部门和

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应该好好反思一

下，这是我们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经

济体制必须迈过去的门槛。

正视非公企业寻找“靠山”的心态
孟书强

年底，各路峰会、颁奖典礼多如牛毛。这些奖，有官方

的、有民间的；有实至名归的，也有滥竽充数的；究其意义，

还是形式主义的虚浮，不一定达到对企业“励精图治”的目

的。

深夜，笔者从这样一个会上出来，假大空之感郁结其胸，

久久不能随飞雪散去。猛然，记者在北京车流中，发现了一个

“惊艳”的画面———漫天飞雪的公路上，近在咫尺，有一个只穿

着短裤、几乎全裸的小伙子在公路上跑步。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裸奔”？遂抓拍了现场。

记者：“你……为什么要……裸奔？！”

小伙子:“……看见大雪很激动……想奔就奔了！”

小伙子称裸奔完全是即兴的，没有计划，也没有深刻的道

理做后盾，是他挑战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记者遂狂想，如果把中国的企业家们都拉去“裸奔”，该是

一件多么过瘾的事啊！试想一下，全体企业家们不分国企、民

营，集体“豁出去”，以集体裸奔的方式去体验寒冬，比不痛不

痒的会议形式要深刻得多。但是，让企业家们集体去裸奔，是

不现实的。他们的习惯已定型了 ,他们的本能有待被激发，他

们抗御严寒的免疫力必须提高。

即使没有裸奔的行动，也可以学习一点裸奔的精神。目前

的实体经济大气候就如同一场不知何时能结束的风雪，而中

国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们，由于缺乏资金、原材料、人力等

成本上升的原因，正在以“裸奔”的方式去体验着经济“寒

冬”。 恶劣的环境激发了这些企业家的生存本能，增强着他

们抗御严寒的免疫力。

正如沈阳机床厂董事长关锡友所说，从事实业是“美丽冻

人”的，之所以说“美丽”，是因为它是为改善人类生活而生的

产业；之所以说“冻人”，是因为实业需要长期坚守，耐得住寂

寞。企业家以敢于“裸奔”的姿态搞实业，一定比西装革履、不

胜其烦地上舞台颁奖、领奖更“励志”。

蒋浩

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

锋的女儿有两个户口、名下 11套房产

事件再度发酵。2日，有爆料人称，查出

翟振锋的儿子、“房妹”的哥哥翟政宏也

有两个户口，还号称 15岁就开始经商，

拥有两家公司，其名下有 14套房产，

这就是“房哥”；翟振锋本人和妻子也有

两个户口，其妻拥有 4套房。至此“房

妹”一家已爆出 29套房。（1月 3日《新

京报》）

一句古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飞

升，一人当区房管局局长，他的儿子便

成“房哥”，女儿当“房妹”，自己变“房

叔”，老婆成“房姨”。

且不先追问在望房兴叹的当下，一

家人如何能够占有如此之多的房产，显

而易见的两个问题则应该首先追查。其

一，翟振锋为何能有一儿一女？公职人

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是严重的。

其二，“房叔”、“房姨”、“房哥”、“房妹”

们拥有两个户口，这是明显违背我国

《户籍管理条例》的行为，为何这种违规

行为能够在同一个家庭上演四次？

与这两个问题相比，倒卖经适房则

更加严重，也是文章的正题。翟振锋说

女儿坐拥的那 11套房不是经适房，是

其妻做生意大赚后所购得的商品房。应

该说，这 11套房产是否为经适房的确

值得验证，但作为最早解决中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的一种保障性住房，经适房

从诞生开始就混入了权力与牟利的影

子。

为何如此？只因为经改商其间，存

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按照现行政策，

经适房满 5年就可以上市交易，因此很

多人将其看成是投资的生财之道。过去

经适房和商品房双规转化，使得经济适

用房成为了部分人的牟利手段。

一段时间以来，频频爆出类似武汉

“六连号”的经适房丑闻以及“宝马车主

入住经适房”这样的案例早已不新鲜。

在“以权占房”的群魔乱舞之下，人们纷

纷谈房色变。

有相关人士认为，一种釜底抽薪的

办法是彻底斩断经适房改为商品房之

间的巨大利益链。他们认为经适房制度

有悖于当初房改“货币化、社会化、市场

化”的初衷，而解决的根本之道在于，进

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这种非

商品住宅。

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经适房应以

租为主，并且应暂停建设。通过减少经

适房中的潜在利益，促使不符合条件的

对象主动放弃或退出。

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两者的

目的都在于让“房叔”、“房妹”们尽快收

手，因为大量占有经适房已经无利可图

了。

当然，斩断利益链的想法虽好，但

有待进一步论证。目前能落实的无疑是

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开透明的住房分配

机制，同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监管。事

实上，相关政策也确实朝着这一方向发

展。早在 2010年，住建部便下发《关于

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该通知规定，对违规出售、出租、

闲置、出借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擅自改

变住房用途且拒不整改的，将按照有

关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收回，并取消其

在 5年内再次申购权。

一个很早的例子是，早在 2011年

中秋节前后，上海浦东、闵行、青浦三区

近 4000套经适房的申请人资格被集中

“晒”出，接受社会监督举报。拿“房妹”

事件来说，在众说纷纭之下，唯一的解

决办法就是主动晒一晒房产，在阳光的

暴晒之下，一团疑云便可蒸发，到底是

清清白白还是接着晒出一个“房弟”来，

只能看阳光的成色了。

但愿能多管齐下斩断利益链，使

“房妹”之后不会再有“房弟”。

（作者系媒体人）

“房妹”之后还会有“房弟”吗？
钱兆成

“财大气粗”让地方政府不惜违规讨好

大企业。在地方政府眼中，大企业就是财神
爷，没有谁愿意得罪。

热点杨帆笔谈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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