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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国五条”出台同期，2 月
28日，北京市集中拍卖土地 13块，当
时由于房地产市场空前看好，房地产

企业出现“抢地”高潮———地块底价

78亿元，拍卖成交价超过 107亿元。
就在地块成交的第二天，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至此，备受瞩

目的“国五条”细则落地。因为实施细

则比此前的市场预期更加严厉，业界

对于房地产市场形势的预判发生根

本改变。

“这令一天前拿地的房地产企业

叫苦不迭。土地拍卖时只是要求房地

产企业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但至

今已过近一个月，按照以往经验早该

补齐余款，但目前还没有一家主动支

付。”3月 24日，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
合会副秘书长、全经联研究院副院长

祁世芳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

房企酝酿集体违约？

3月 25日，在北京市国土局网站
上，《中国企业报》记者未能查询到关

于这 13宗地块的任何成交信息。《中
国企业报》记者随后电话联系到北京

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一位栾姓工作

人员表示，对于此事他们并不知情，

要详细了解情况再回复，他同时要求

记者按程序发去采访提纲。

据知情人士分析，此前遇到此类

情况，房企的首选方案是退地；如果

不能退地，多数会选择违约，甘愿损

失定金降低预期风险。

2 月 28日，北京土地市场迎来
13宗地块集中出让。最终，12宗居住
用地和 1 宗商业地块用地全部寻得
买家，万科、天恒、诚誉、龙湖、保利、

绿地等 30 多家房企在现场展开厮
杀，场面极为激烈。

北京市国土局数据显示，13宗土
地供应土地面积 147公顷，建筑规模
157 万平方米，过半土地溢价率近
50%，总成交额约 107亿元，平均楼面
价 6822元/平方米，共配建各类保障性
住房 28万平方米，可提供保障性住房
约 5550套。数据同时显示，北京市前
两月的土地出让额已占去年七成。

然而，令这些疯狂拿地的房地产

企业措手不及的是，中国政府网 3月
1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
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

通知在此前公布的“国五条”基础上，

对调控政策进行细化。

（下转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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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早 9 点，印有“尚德电
力 P3”字样的班车陆续驶入尚德电力
第三工厂，厂门口马路两侧陆续排起

长龙。三三两两的工人有说有笑地走

进厂区，几乎无人谈论公司的近况。

一名男性员工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听说过段时间要放假，但

还没得到具体通知。”一名常白班的

工作人员则说，现在大家的心态只能

是等待。

一天前，或许是周末加之下雨的

缘故，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显得

有些凄凉，偶见行人匆匆走过。

在刻有尚德电力四个大字的石

头前，三名男子分别拿着手机拍照留

影。“这么大一个公司，说倒就倒了，

太轰动了。”其中一名男士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他们的工作与光伏产

业毫无关系，是做白酒生意的，到无

锡采购包装，“听说尚德的事，特意赶

来看看这家公司。”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尚德的新闻

铺天盖地，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3月 20日，尚德电力旗下子公司
无锡尚德，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据《破产法》裁定，对无锡尚德太阳能

电力有限公司实施破产重整。

同时，尚德电力宣布，周卫平为

尚德执行董事兼总裁，范仁鹤为独立

董事，即刻生效。自新的任命生效之

日起，尚德董事会共有七名成员，其

中包括四名独立董事。这意味着尚德

重组全面启动。

此前，周卫平担任无锡国联集团

下属的国联期货董事长，范仁鹤为光

大国际独立董事。

值得一提的是，尚德的震荡并没

有影响到生产运行。

“我们没放假，和以前一样，运转

班仍在上班，周末常白班正常休息。”

尚德电力员工张先生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目前尚德生产组件的第三

工厂和第四工厂都在正常运转，工作

时间还是上午 9点钟到晚上 9点钟。
与今年春节前相比，如今这两个

厂区的人数少了一半左右，员工大概

有 3000多名。虽然一如既往地正常
上下班，但这些一线员工的心态或多

或少发生了改变。

“一线员工都希望尚德破产，现在

都在等着破产补偿呢！”张先生坦言，

虽然补偿款大概也就两三万元，“但身

边大多数人也都希望拿破产补偿。”

在尚德，一般操作工上 4天班休
2天，每天工作 12 小时，“每月就拿
2000多元钱，如果一个月加 5天班，
能拿到 3000元出头。”这样的工资水
平令大多数员工有些不满，“而且去

年连年终奖都没有。”张先生抱怨道。

事实上，“尚德可以盈利，现在正

在加工西门子的订单，就是债务太大

了。”张先生告诉记者。

一光伏企业副总经理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尚德的

问题就出在‘大’上，尚德重组应该能

给行业起到警示作用，毕竟船大难转

舵。”

“现在，尚德按照市场化进行破

产重整，能够让一个能存活的营业

体，整体或部分作为营运实体存续，

或许对债权银行、投资人、地方政府

等都有积极意义。”上述人士认为，如

果尚德通过破产重整能有效整合资

源，或许能够摆脱经营困境。

“即使有国联接手，但毕竟国联

在光伏领域不够专业。”张先生直言，

因此，“很多员工还是希望拿了破产

补偿后，可以去其他地方找工资相对

高点的工作做。”

一线员工盼尚德破产拿补偿

出口欧盟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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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的圆
与大午城的方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传奇创始人物吴仁宝走了，带走了

一段中国特色的历史传奇，也浮出了一段中国特色的历史故事。

华西村的确是个传奇村，它的成功无法复制。2004年，华西

村人均年工资收入为12.26万元，是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

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截至2012年末，华西集团未经审

计的总资产超过358.7亿元，2012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68亿余元。

华西集团集农、工、商、贸为一体，拥有全资及控股公司104家。

华西村的成功，我认为得益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地缘经济。华西村位于长江三角洲中腹的江苏省江

阴市华士镇。其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无锡、苏州、南京、上海等周边

大中城市，均在1小时车程之内到达。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该村

就偷偷搞工副业，“集体经济”已有了相当的规模，除了100多万

元的固定资产，还拥有100多万元的现金存款。这些在当时无疑

是巨款。

除了传统经商和地缘经济因素，华西村的一枝独秀更得益

于掌门人吴仁宝极其精明的“政治影响力操作”。在人民公社和

集体经济日渐式微的改革开放历史大背景下，其逆势而上，“集

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旗号为华西村几十年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

政策支持，这些巨大的政策支持，花开两支为它赢得了另外两个

方面的支持，也就是华西村能够成功的第二、第三方面因素。

第二是自我工业化和城市化。据学者周怡测算，1994年到

2003年之间华西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全是通过土地转型实现

的：“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总产值在1994年村庄完全工业化时从建

村的5.9万元一跃成为15亿，将平均每年的产值增量等同于土地

资本增量（其实逐年不同）是4600万元；到2003年当完全工业化

以后产值达109.9亿元，相应的年平均土地增量又攀升为94711

万元。在村民个体的人均纯收入层面，从建村时的57元到全面工

业社区的5780元再到2003年的15800元，增长之快，全通过土地

转型实现。”

华西村不仅自身土地没有被兼并之忧，反而可以廉价兼并

周边村庄的土地。2001年以来，华西村陆续兼并了周边20多个村

庄。华西并村的目的当然不是如媒体所宣称的“共同富裕”，实质

是为了获得更加低廉的土地成本。

第三方面的成功因子是政策支持下的廉价融资。由于“集体

经济共同富裕”的政策正确，华西村在兴办企业中要风得风要雨

得雨，获得的信贷支持可能一些国有企业也只能望其项背。

而华西村的资本内循环不仅可以更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而且可以通过控制经济实现对村民的绝对控制。他们通过“少分

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方式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

凡村办企业的工人，每人每月只领取30%的工资，其余的70%存在

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到年底一次性兑现。员工的奖金通常是工资

的三倍，但并不发给职工，而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

股分红。通过这种方式，华西企业把村民的财富据为己有，并美

其名曰为“共同富裕”。更为致命的是，一旦村民离开村集体，那么

此前的股份就与其无关，华西村就通过这个办法紧紧控制了村

民。40多年来先后只有10人自愿离开华西村，有两人走了又回村

工作（两出两进）。

放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得到任何政策扶持却

创造出几百上千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私营企业不计其数。而

华西村通过对外极其圆滑的机巧得到巨额土地和信贷支持支撑

起来的富裕，由于内部的高度集权和村民财产自由度的丧失，整

个经济体和村民财产都被绑架在同一辆战车上，随时有可能出

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最典型莫过于尽管华西村声名远

播，但它的知名企业知名品牌却极其鲜见。

华西村的“圆”让我想起大午城的“方”。大午城是知名企业

家孙大午的梦，他因“非法集资”和“私企立宪”而知名。三十多年

来，他的农副企业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政策支持、甚至其本人因

“非法集资”而身陷囹圄，企业差点倒闭，但他用“私企立宪”方式

成功地实现了“让有能力的人创业，让没能力的人享福”的梦想，

并且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起了6千人的“大午城”，员工来去自由，

工龄一年以上的员工即有董事会高管的被选举权（选举权则需

要班组长以上的员工，或者十年以上员工）。开放、自由的制度不

仅实现了权力的顺利接替，而且激活了能人的能量，企业的发展

几乎没有任何外债，规模虽不算很大但是每年增长的势头都良

好，甚至远赴海南等地建立分厂，资金则源源不断回流“大午城”

建设。

相比之下，我更

认可孙大午的模式，

其自由开放公平的竞

争制度以及自发生长

的力量，更符合事物

发展自身的逻辑和规

律，也因其自由、开放

而更加平等、更加持

久而有生命力。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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