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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住在公司宿舍的周芳被闹钟吵醒，她习惯性地抓

过床边心爱的新款黑莓手机。

周芳三十多岁，个子高、嘴巴甜，被湖南一家食品企业高薪

聘为“政府商务主管”。她手底下有六七名员工，周芳的主要工作

就是负责企业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接洽。

点开手机记事栏，新一天工作计划呈现在周芳眼前。

打通政府关系：抠门老板舍得花钱

这款价值 6000多元的黑莓手机不是周芳买的，而是公司老
板特地给她这个“政府商务主管”配备的。之前，周芳一直用笔在

小本子上记录工作计划和备忘，虽然记得很全，但在去政府相关

部门办事、招待政府相关人的过程中显得“太寒酸”。

当周芳向公司老板提及此事时，平时比较“抠门”的老板二

话不说，当天便为她配备了这部集记事、工作安排、电话簿、文字

短信以及电子邮件，甚至网页浏览于一体的办公通讯设备。

近一段时间，当地财政部门正对企业进行财务大检查。前一

天晚上，在周芳的带领下，“政府商务办”的五六名员工陪公司所

在地财政系统的领导喝了许多酒，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休息。所

以早上醒来的时候，周芳还感觉头脑有些发晕。

仔细看了看当天的工作安排，周芳睡意全无。记事栏显示，

当天的工作计划排得满满当当。

周芳随便在公司附近吃了一根油条、一碗稀饭。然后，她急

急来到办公室，看看表，时针刚刚指向八点。周芳想了想，拿起桌

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位市领导秘书的电话。

前天周芳就接到老板指令，说今天这位重要秘书要到北京

去学习一周，让她和这位秘书联系上，然后安排公司北京总部的

专车负责这位秘书在北京的行程。

电话通了，这位秘书告诉周芳，自己一会儿就要上飞机。周

芳赶紧小心翼翼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替他安排好专车和司机，

秘书可以“尽管用”。

撂下电话，周芳赶紧与公司北京总部小车队长联系，将接待

市领导秘书的事反复叮嘱才放心。

接到临时任务：商务主管麻木应对

八点半，公司准时上班，全体政府商务办的员工们都来到办

公室。商务办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个个能说会唱，而且酒量

很大。

周芳召集手下员工们开会，上午十点，由市里介绍的一个由

外省政府部门和企业组成的团体要来公司参观学习，老板和公

司所有高管都会接待。因此商务办的所有员工必须高度重视，认

真接待，要马上检查电动游览车是否有电、讲解话筒是否有故

障、参观路线是否合理等。

十点钟，参观团如约而至。周芳马上通知各个参观点的手下

各就各位，并热情地带领参观团到厂区和生产车间进行参观。

这家食品企业厂区足足有近 2000亩，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就
有三四个。一趟下来，周芳腿走得酸痛。参观完毕，已近中午十二

点钟。按照议程，公司领导陪同客人到市里宾馆吃饭。

酒桌上，作为政府商务办负责人的周芳理当“冲”在前面，陪

好客人。下午两点，客人们酒足饭饱满意而去。

周芳从兜里掏出黑莓手机，记事表显示：下午两点半，去市

质监局汇报工作。

近期，省里下发了一份关于全面检查监督食品质量方面的

文件，文件规定得很严格，老板派周芳下午要亲自去市质监部门

向领导沟通、汇报工作。

要不是翻看黑莓手机，周芳差点忘记了这件大事。一下午，

周芳都在与质监部门沟通、协调公司质量方面的事情。当然，目

的只有一个，就是质监部门不要对企业作出任何经济处罚。

晚上六点多，当周芳向老板汇报自己在质监部门的汇报情

况后，老板满意地夸奖了她。

周芳满以为今天没什么事了，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

不料，老板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周芳，“市工商局有一位老领导

病了，在家休养，这位领导对我们企业的工作相当支持，你一定

要去买些营养品替我去他家看望他……”

从公司到市工商局领导家，加上探望，来回起码两个小时。

老板经常给自己加“临时的工作”，周芳已经麻木了。

热门招聘岗位：各类企业需求旺盛

打开各大招聘网站，“政府商务主管”一职成为各大企业的

热门招聘岗位。

无论是国内的国企、民营、合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很多都

在招聘与政府部门接洽的人员。

如知名食品企业红牛饮料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他们正在招聘“政府事务主管”，任职资格明确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大型企业政府事务、政府公关、对
外联络等工作经验”，“具备政府事务专业知识，熟悉政府事务流

程，熟悉商业和政务礼仪”，“具备丰富的政府资源或政府部门工

作经验及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和沟通技巧，较强的观察力和应

变能力，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等。

又如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作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领域

首个引入外资的合作经营企业，该公司正在热招“商务主管”。其

职位描述为：拓展和维护公司主管部门及其它外部关系；加强与

外部关系的信息沟通，做好常规拜访，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及时了解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政策，帮助公司得

到主管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政策支持与帮助等。

不管是“政府商务主管”还是“政府事务主管”，其职能都大

同小异。

晚上十一点多，周芳疲惫地把自己扔在床上。临睡觉前，她

习惯性地打开黑莓手机，对着当天的记事表总结、反思了半天，

又开始写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北京一家企业被通辽市科尔沁

区政府招商引资，接手了当地一家经

营不善的锅炉厂，在欲更新设备、扩

大产能的增资需求下，北京企业开始

对外寻求合作伙伴。然而，在以商招

商成功并成立合资厂后，政府突然变

脸，不但提起以解除出售合同为请求

事项的诉讼，还查封了工厂所有的土

地使用权。2009年至今，案件多次撤
诉、起诉，最终，锅炉厂的土地性质由

工业用地变更为建设开发用地被另

一家地产商接手，一家当初被招商引

资的企业彻底走向溃败。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就原通

辽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何凤

英反映的问题，专程到通辽市科尔沁

区进行了调查，发现招商引资理念成

为政府和企业的最大分歧。

企业：政府变相炒地

2002年，通过通辽市科尔沁区招
商引资，北京国东锅炉技术有限公司收

购了通辽市科尔沁区国有资产管理公

司所属的破产企业———通辽锅炉厂。

借鉴在北京的经营经验，何凤英

在坚持严格管理的同时，积极申请了

国家技术监督局的锅炉资质。终于，

通辽锅炉厂成了内蒙古唯一一家获

得 A级生产资质的锅炉厂，同时解决
了 300多名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几
年间，向十多个电站输送产品的同

时，也为当地税收做出了贡献。

何凤英觉得，这个上世纪 60年代
的老厂，厂房和设备已经严重老化，产

能受到限制，制约了企业发展。为此，她

决定以商招商，开始联系国内外同行。

最终，2009年通辽锅炉厂和英国格林
集团达成合资合作协议。

就在何凤英还沉浸在与外方合资

建厂的喜悦时，意外收到了通辽科尔沁

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回锅炉厂全部

资产”的通知函，外商也因此解除了投

资合同。

何凤英接下来走上了漫长的应

诉之路，起诉、撤诉反反复复。直至

2012 年 5 月，何凤英了解到，通辽科
尔沁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起诉的

同时，已经给通辽锅炉厂办理了土地

转让手续、土地出让金等一系列手

续，将工业土地性质变更为居住、商

业用地，土地出让金由科尔沁区收

取，通辽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亦变更

为“通辽市神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当时，土地是在被查封的状态

下，交易怎么就完成了呢？”何凤英欲

哭无泪，“工业用地没有经过土地吸

纳储备、没有经过挂牌拍卖程序，这

就是借股权转让变相炒地？可是，企

业的利益谁来保护？”

政府：
单纯用途变更无需招拍挂

2月 27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
到科尔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进行了采访，但因主要负责人不在，

记者留下了书面采访提纲。

3月 1日，记者收到了对方的书
面回复。回复表示，锅炉厂相应问题

的处理，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操作的。

在对土地性质变更的回复中，记者看

到其中一条写有：原通辽锅炉厂地块

是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

用途由工业用地变为商住用地过程

中，只是用途发生了变更，并不是土

地使用权类型发生了变更，因此不必

经过招拍挂程序。

对此，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

师辛雪松表示，科尔沁区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公司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开

发地产的过程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的，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

顿各类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3003]70号）规定，协议出让
的土地改变为经营性用地，必须先经

城市规划部门同意，由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统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专家：
糟糕政企关系阻碍地方经济

在科尔沁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的回复中，记者了解到，科尔沁区现

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38 户，外来投
资企业就有 100多户。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近日发布调

查结果显示，90%的受访高管认为与
政府搞好关系对企业重要或者非常

重要，中外企业的情况都一样；53%的
外企宣称在中国为了维系关系投入

的资源比在本国多。

专家指出，一旦政企关系因短视

利益诉求而被扭曲，市场经济的勃勃

生机也将受到扼杀，这一现状亟待得

到规制。对此，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在近期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促进政

府职能转变，建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防止行政权力对

微观经济活动的违规干预。”可见，公

权力私用、滥用的状况已经受到决策

部门的高度重视，未来如何完善制度

值得探究。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工业用地变身商业地产，理念分歧引发政企纠纷

烟酒改金条：
官礼三十年步步升级

春节刚过，从事网络工程建设施

工的罗老板松了一口气，这个“劫”总

算过去了。

已经 55岁的老罗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感叹道：“我从 24岁开始注
册公司经营电脑复印机维修，30多年
来，春节给政府官员送什么礼、送给

谁和怎么送，成了我的重要工作之

一。30年官礼的开销是一个不小的数
字，援建几百所希望小学应该绰绰有

余！”

从特产到金砖，
礼品升级年年变

老罗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

起上世纪 80年代初期的礼单：土特
产若干，进口彩色电视机购物票 1
张，简装茅台酒两瓶，中华牌香烟两

条。这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富翁的年

代，已经是很重的礼品了，能够收到

这等大礼的官员绝对不是一般人物。

老罗说，后来的礼品价格、数量

及形式每年都在翻新，具体年代已经

记不清楚了，但很多东西是无法忘记

的：冰箱、彩电、空调；传呼机、手机；台

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电

子类产品更新快，是送礼的热门。”

一位在山西从事环保处理生意

的郭姓老板告诉记者，过去送几瓶山

西老陈醋能办成的事儿，今天送个醋

厂都没用。“企业送官礼，送的不是

礼，是企业的良知，送走良知换来生

存。良知早已不值钱了，生存更重

要。”

老罗感叹道，现在官员的胃口已

经大到把企业逼向绝路了。

从自愿到被迫，
企业送礼岁岁新

如果说前 20年是企业自愿送礼
的话，那么最近的 10年间，官员索礼
已经到了公开、猖狂的地步。企业送

礼从自觉自愿到被逼无奈，甚至到畏

惧过节，这其中的苦涩只有企业家体

会最深。

2006年 2月底，负责承建兰州大
学第二医院医疗综合大楼土建工程

的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张某，借拜年之

机给兰大二院原党委书记丁桂荣送

去拜年费 50万元。这一拜年“拜”出
了“甘肃商业贿赂第一大案”。2007年
2月 7日，定西市中级法院对丁桂荣
受贿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依法判处丁

桂荣有期徒刑十年，赃款依法没收。

去年，一微博中贴出了一张送礼

清单，清单显示，四川某汽车公司给

当地大大小小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送

礼金，金额从 300元到 2000元不等。
同年，有网帖曝光南京市一家国

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小金库支出明细。

帖子详细列出了这家公司支出的项

目，有经手人、支出用途、支出数目。

支出用途一项五花八门、数额惊人，

支出清单中，送礼对象不少是在职的

干部。

某企业为给回扣，利用春节送年

礼，送了一位领导一幅名为赝品实为

真品的齐白石字画，标价 7000元，有
发票，此领导也支付了费用。之后过了

三四个月，圈内传出此领导“捡漏”，以

赝品价格买到真品，被传为业内美谈。

后该领导委托江苏某拍卖行 20万元
卖出。

一位汕头的何姓老板坦言，春节

前一周预订了 20条重量在 100克的
投资型金条，用于礼尚往来。“发展到

今天，官员们为了逃避腐败惩戒，暗示

企业送礼只送金砖，而且指定要某银

行的金砖，据说到国外容易兑换变

现。”

从不收到明要，
官员收礼步步高

老罗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官

员收礼胃口越来越大，从自命清高到

歇斯底里，胃口是企业慢慢喂大的。

“多大的官敢收多大的礼，官员权力

越大，企业受到的关照就越多，赚钱

可能就越容易。”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的妻

子周晓亚，在庭审中曾说过：“文强过

生日和春节期间，我们家几乎每年都

要收几十万元，但钱分别是哪些人送

的，我不知道。”这句话震惊了整个审

判庭。

从 2001 年至 2008 年的每年春
节，与浙江巨化集团有业务来往的浙

江衢州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

都以拜年名义送给巨化集团原副总

黄华章现金合计 3.7万元。2005年至
2009年的春节期间，挂靠巨化集团的
某公司负责人俞某托他人以拜年名

义分 5次送给黄华章现金合计 2.5万
元。可以说，春节成了黄华章的“受贿

节”。

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

对名人字画、古玩、瓷器情有独钟。

2004年春节前，马继国到杭州南宋官
窑研究所挑选了价值 17万元的字画
和 10个官窑猴盆。当然，买单的不是

他自己，而是一个房地产商人。

曾相继担任辽宁省抚顺市国土

规划局局长、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

长、市规划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等职务的江润黎(因犯受贿罪、滥用
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

2009年 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可以
说是奢侈品的“超级发烧友”。其案发

后，调查人员在她的一所 190平方米
的大宅内，发现的名贵用品包括：劳

力士、欧米茄等品牌手表 48 块，LV
等名牌手包 253 个，高级名牌服装
1246 套，另有金银首饰、珠宝等 600
余件。

30多年来，节日送礼已经成为政
企联系的最好机会。无须借口，自然

而然。掺杂着种种欲求，送礼送谁不

送谁、送多少，礼重了怕不敢收，礼轻

了又怕表达不到位……于是，在这个

本该放松身心的假期，企业焦虑、官

员骄狂。

专家分析说，企业对政府官员送

礼，无非是为了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

各种各样的资源支持。如果政府所掌

握的资源更少一点，政府行为能够更

加规范化，政府决策能够更加公开透

明，那么企业送礼支出终将无用武之

地。如果政府官员的财产进一步公

开，那么政府官员就更不敢接受这样

那样的利益输送了。归根到底，送礼

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公正的竞争秩

序和规范的政府行为。

本报记者 鲁扬

一家招商引资企业的溃败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政府商务主管”的一天

企业家感叹，一家企业 30年官礼开销可援建几百所希望小学。“多大的官敢收多大的礼，
官员权力越大，送礼企业受到的关照就越多，赚钱可能就越容易。”

案例

特写

2012年 8月 17日，原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宗元受贿一案，在芜湖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王宗元

任职期间，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银行贷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牟取利益，涉案金额数百万元。 CNS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