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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得而复失的土地，使杭州春江乐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春江乐园）陷入了长期无法自拔的泥沼。

“无论是精力、人力还是物力，我们公司已经把一切都倾

注在这块土地上了，如果这块地最终没有收回或没有给我们

相应的补偿，那对我们公司将是灭顶之灾。”3月 28日，春江乐
园董事长方勇鑫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引资被套

3月 29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
庐县富春江镇唐家洲的上述争议地块，该地块是富春江中的

一座江心小岛。

春江乐园于 2000年 7月 26日成立。公司成立后，唐家洲
这个风光悦目的江心岛就成了其积极筹备的开发目标。为了

此项目，当时的桐庐县风景旅游局曾组织 14家有关部门对开
发唐家洲进行了论证，论证的结果是唐家洲确实是一处集度

假、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旅游胜地。2000年 9月 7
日，在履行了相关手续后，春江乐园得到了桐庐县国土局核发

的编号为桐土国用 2000字第 02—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显示，上述地块面积为 470000.00平方米，用途为

旅游业，终止日期为 2040年 8月 22日，而随证附带的示意图
显示，这块土地就是整个唐家洲小岛。

好景不长，由于自身开发资金不足，浙江昱亨昇燃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昱亨昇公司）以股东身份被春江乐园引入共同

开发唐家洲地块，而就是这引入的股东，使得原本属于春江乐

园的唐家洲地块开始被剥离。

2001年，昱亨昇公司以春江乐园唐家洲地块中的 372600
平方米土地作为抵押，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之

江支行贷款 3000万元。
2001年 9月 29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之江

支行向浙江昱亨昇燃料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3000 万元。2001
年 9月 30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之江支行即从
浙江昱亨昇燃料有限公司的账户上扣回 2001年 9月 29日所
发放的 3000万元贷款，其中 2500万元用于归还浙江昱亨昇
燃料有限公司在此之前所借的贷款本金，尚余 500万元作为
浙江昱亨昇燃料有限公司归还 2001年 9月 29日所借的贷款
本金。 （下转第三版）

沸沸扬扬的三亚海天盛筵在丑

闻与质疑声中草草收场，虽然主办方

称已经向警方递交材料求公道，但截

至记者发稿，尚无官方结论发布。

4 月 11 日，在海天盛筵的阴影
中，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低调揭幕，

与前者相比，这个有着官方背景的中

国顶级游艇展会冷清了许多。

4月 12日，财富品质研究院发布
的《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中国目前

有千万富豪 140万人，每年人均消费
总额达到 156万元，正支撑起一个巨
大的高端消费市场。

喧嚣背后，以新兴富豪为行销对

象的各类“盛筵”开始为常人所知，操

纵这类“盛筵”的各种机构及其另类

行销方式也一并浮出水面。

海天盛筵运作模式曝光

今年第四次亮相三亚的海天盛

筵规模大于前三届。然而，资本狂欢

之际，一则未经证实的“聚众淫乱”传

闻却让这个名流云集的高端盛会呛

了一口苦涩的海水。

一位接近海天盛筵主办方三亚

鸿洲国际游艇会的伍女士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介绍，鸿洲集团（三亚鸿洲

国际游艇会母公司）游艇产业业务涵

盖游艇租赁、游艇销售、泊位、会籍、游

艇商业街以及白金游艇会员酒店。海

天盛筵是由鸿洲集团董事长王大富

和生活在中国的法国女士李雯雯于

2010年共同创办，意在将其发展成一
场类似法国里维埃拉的游艇盛会。在

策划海天盛筵活动之前，王大富和李

雯雯已通过在其他游艇展的工作经

历，发展了广阔的国际游艇行业关系

网。多年来他们也多次带领中国代表

团参加法国里维埃拉的戛纳国际游

艇展。

在问及有关海天盛筵的经营模

式时，百伽利游艇产业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房磊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

一个展会，这只是会展经济的一种

实践。主办方主要靠收取展位费的

方式赢利。因为主办方将国外展会

经验与三亚的自然资源有机结合，

所以展位价格相对较高。每年都能

请到一些重量级的嘉宾，通过组织

一些活动带动人气，促进参展产品

的销售。”

一位被邀嘉宾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透露，此次邀请的嘉宾都是经过

主办方认真筛选的，真正接受邀请的

大概只有 350人，“海天盛筵派对门槛
非常高，能拿到派对邀请卡的都是各

领域的精英人士，他们的所有机票、

食宿都由组织方买单，比如我住的带

泳池的别墅，每天至少要四五万元房

费。”

富豪行销错位

“这种高调宣扬富豪生活的营销

方式，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

位海天盛筵被邀嘉宾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对于富豪阶

层，低调是必须谨守的规则，“我做过

节目主持人，也经营过企业，现在是

一个投资人。我有一艘游艇，是俱乐

部成员，所以也在这次的邀请范围

内。但我希望能低调处理，因为现在

社会仇富心理很重。”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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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一中国税制

建设中里程碑式的事件最近得到中

国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4月 10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扩大“营改

增”试点问题。会议提出的“研究合理

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理顺中央与地

方分配关系”，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显然中央与地方税制分配改革已经提

到“研究”日程上来了。央地增值税分

成比例，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了。

企业减负 1200亿
营改增引发革命性变革

结构性减税喊了多年，人们总是

抱怨“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

次终于见到为企业减税让利的日子

的到来。

这场税制改革给企业带来的好

处是明显的。到去年底，试点地区已

扩至全国１２个省市。2012年，营改

增试点地区共为企业直接减税 426.3

亿元，整体减税面超过 90%。其中，以

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小规模纳税人减

税幅度达 40%。这是 2008年以来，对

中小企业来说少有的好消息。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让企业减

少重复缴税。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是全

部营业额，如果一件商品由生产者流

通到消费者手上，中间环节越多，重复

征税的次数就越多。而增值税的计税

依据仅仅是本次增值额，无论其中间

环节有多少，企业的负担也能降低。

然而，为企业减税让利并非“营

改增”的唯一目标，推动第三产业细

分化、专业化是其中一个意想不到的

大收获。过去服务业主要交纳营业

税，企业为减少重复交税，容易向“大

而全”或“小而全”方向发展。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后，消除了重复征税，企

业就可以放下包袱向专业化、细分化

发展。所以，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不仅

是减税的数量问题，主要是改变了经

济运行的机制，对社会分工的细化很

有意义，将为第三产业转型带来一次

革命性的变革。 （下转第八版）

期待央地税制分配改革早日揭幕
本报评论员 李锦

紫竹评论

海天盛筵派对门槛非常高，真正接受邀请的大概只有 350人，能拿

到派对邀请函的都是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他们的所有机票、食宿都由主
办方买单，一套带泳池的别墅，每天房费动辄四五万元。

多年来，相当一部分用户已经习惯了在报刊亭购买手机

充值卡不给发票的现实，也有一部分用户因为拿不到发票无

法报销而十分困惑，质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

电信运营商存在逃税的嫌疑。

“联通营业厅都是有发票的，如果是他们拒绝提供发票，

这个你可以跟我反馈，我们会积极处理。但对于代售点，发票

我们在售卡时已经给他们了，他们怎么搞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了，跟我们没有关系。”4月 12日，中国联通新闻发言人赵中新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代售点一票难求

日前，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邹冰冰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爆料，其在住所附近的便利店因为公司业务购买了

12张一百元的中国移动充值卡，但是便利店拒绝提供发票，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有发票的便利店，但被要求加价购买。

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传统的报刊亭、便利店存在这种买

充值卡不给发票的问题，新兴的各种网上充值以及电商网站

渠道也延续了这种问题，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在内

的三大运营商无一不是如此。

例如，记者查询中国三大电商企业，苏宁易购和京东商城

在充值卡服务常见问题中特意说明，暂不对手机充值业务提

供发票，用户充值成功后，可向当地运营商咨询获取发票政

策。天猫商城部分商家可以提供发票，邮费需要用户支付。

根据记者调查，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以充值卡发票销

售为主业的店铺。价格方面，以一张 100元的充值卡发票为
例，一些线下销售点的售价在一到三元不等。

互联网资深律师赵占领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销售电信充值卡的

网点应按照充值卡的面值向购卡的消费者提供相应面值的由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监制的正式发票，收取附加费用或者直接

买卖发票都是违法的。 （下转第四版）

纳税额与销售额不符
电信运营商被疑逃税
本报记者郭奎涛

调查

土地暴涨 10年
失地企业陷多重利益纠纷
本报记者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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