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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敬请关注“中国企业新闻榜”官方微博（www.weibo.com/shidaxinwen），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见证中国企业的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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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

全国老龄委日前称，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今年将突破 2亿
大关，占全国总人口的 14.8%。我国人口老龄化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现在老年人口年均增长 800万人，到 2050年将达 4.3
亿人。届时，平均每 3人中就有 1个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热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由于

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一个重

大挑战就是“未备先老”和“未富先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马庆斌：老龄化加速问题不

仅仅是潜在的养老、医疗等一系列问题，其实对于整个经济发

展都会带来很大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要把老龄化危机转化

为经济发展机遇，可以大力培育老年地产、老年公寓等，这不

仅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手段，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邹至庄：可以进一步放松

对生育的控制。如果人口增长的控制还是过于严格，今后的劳

动力将会不足，以致无法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傅勇：老龄化迫使我们

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

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

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

的缴费水平。

中国迎老年人增长高峰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2013.04.16—04.22）

“县环保局目前有 157人，其中 133人均为自收自支人

员。他们吃什么？只能吃‘排污费’。”河南一位县环保局局长

透露。污染企业成了我们的衣食来源，我们该保护环境呢，还

是保护污染企业？

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执法部门的人

员超编。人员超编导致了向执法对象要效益，必然导致执法的

错位和执法的腐败。一个是对经济发展的片面强调。如果认定

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而不管这种发展是否是带血的发展、污

染环境的发展，必然导致环保部门的缺位和环境执法的缺失，

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环保部门形同虚设，甚至助纣为虐。这既

是环保部门的悲哀，更是地方发展的悲剧。

权力部门的超编，其实是权力的一种膨胀，当人们看到权

力是一种好东西时，必然想尽办法也要进入权力部门，哪怕混

不到一个正式的编制。而权力热衷数字，其实是权力对民生的

一种忽视，当权力眼中没有民生只有政绩时，可能干出任何事

情。显然，这些问题不仅仅在环保部门存在，而权力对民生的

忽视也不仅仅表现在环保问题上，更在那些匪夷所思的失位

与越位。

所以，当污染企业成为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时，反思不能

停留在环保部门。权力的通病，不仅在环保部门存在，在其它

的领域和行业也必然存在，所谓执法对象成为执法者衣食父

母的闹剧一定也在其它方面上演。只有权力真的做到洁身自

好，做到接受监督，做到以民为本，这样的尴尬才能最终消除。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污染企业成衣食父母缘于权力通病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海铁凭借假资质参与军用铁路改造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人民网去年净利 2.1亿元增长 50%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万家基金邹昱涉嫌“养券”被调查

事件：新华网 4月 17 日消息，万家基金固定收益部原投资总监邹昱因
“代持养券”被调查。按照当前公布的信息显示，邹昱可能涉嫌犯有利用未公

开信息交易罪。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可能要处 1—5年的刑罚，情节严重的会
处 5—10年的刑罚，然后处于 1—5倍的罚款。

点评：接连多家基金的经理被调查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债券“代持”监管

风暴。事实上，债券“代持”已经成为业内广泛采用的交易模式。基金公司、证

券公司甚至是银行都对此形成严重的依赖症。一方面，债券“代持”中存在灰

色的利益输送链条，其违规行为必须查处；另一方面，债券“代持”发展成正常

的盈利模式，监管部门也难辞其咎。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事件：新浪网 4月 17日消息，人民网财务报告显示，人民网 2012年主要
业务营收为 7.08亿元，同比增长 42.3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1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0.79%。

点评：人民网的快速增长依靠的是品牌和公信力。在当前这样一个媒体泛

滥的时代，品牌和公信力变成了稀缺品。社会公众缺少的不再是信息，而是对

信息的选择。对于媒体来说，最终的胜出之道，不再是比谁制造的信息更多、更

快；而是看谁的信息更可信，更具有价值。同样，对于其他行业也有相同的借鉴

意义，只有真正建立品牌和公信力的企业，才能赢得未来市场的争夺战的胜

利。

事件：《经济参考报》4月 19 日消息，山西海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凭借申
报资料造假骗取的施工资质，拿下多项重要的市政道路桥梁工程，且在山西

省级重点公路建设工程和铁路军用专线改造工程招投标中胜出。

点评：建筑企业资质造假已经成为行业性问题。然而一个在资质上严重造

假且漏洞明显的企业如何能接二连三地拿下如此重要的工程，并在市、省、国

家三道关口顺利过关，由此反映出的是：其一，资质审查形同虚设。严重的形

式主义致使资质审查成了资料审查。其二，造假已成行业“潜规则”，企业失去

对监管的敬畏。因此除严加惩处相关责任人，更需监管部门从制度确立到严

格执行做出更大的努力。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中集总经理年薪千万位列央企榜首

事件：《21世纪经济报道》4月 19日消息，已披露 2012年年报的 208家上
市央企里，公布董事长、总经理年薪的有 192家，其中年薪超过 200万元的 13
个。中集集团总经理麦伯良以 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长城开发的董事长和
总经理分别以 600.79万元和 485.91万元居第二和第三。

点评：民企高管的高薪向来作为神话被艳羡，而国企高管即便是徒有虚名

的高薪却依然被诟病，衡量标准不同背后是体制的不同。作为市场主体，国企

高管薪酬自当以市场化的方式管理，然而行政化任命又往往导致市场机制的

失灵。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能够真正反映央企经营业绩的考核体系以及与

考核体系相匹配的薪酬决定机制。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富士康 500万部 iPhone遭退货返工

事件：光明网 4月 20日消息，因外观不符合标准或功能不良的问题，苹
果公司退回 500万部富士康生产的手机。按照苹果手机“重工”每台约 200元
的人工成本核算，仅上述 500万部不合格 iPhone重新处理，富士康就需要支
付 10亿元的额外成本。

点评：曾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管理水平最高的富士康居然会出现几百万部

的不合格产品，这一事实让人震惊，也让人反省。在日本企业中，有着大量合格

而稳定的劳动者；而中国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则普遍采用现招现用的模

式，其员工的技能、熟练水平、责任心和职业素质都要大打折扣。对于富士康而

言，10亿元返工成本意味着 2012年 iPhone代工的 2/3的利润将付诸东流。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利君股份分红近 5亿元 9成归高管

事件：《每日经济新闻》4月 19日消息，利君股份公布的 2012年年报显
示，2012年净利润 2.93亿元，同比下降 30.99%。同时，公司推出了 10派 12.2
元的分红计划，总共将派发 4.89亿元红利，超出年度净利润近 2亿元。据悉，
公司排名前三高管获得的现金分红将达到 4.35亿元，占此次分红金额的近九
成。

点评：“掏家底式”分红近年在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中频频出现。慷慨分红

背后最大的受益者也绝非普通投资者而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是大股东在

所持股份三年禁售期限制下，快速套现的一种方式。然而对处于成长阶段、需

要资本支出的企业来说副作用巨大。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建银投资原监事长金融街跳楼身亡

事件：《深圳商报》4月 19日消息，建银投资公司官方网站发出讣告称：因
健康原因，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监事长王世强于 2013年 4月 17日
在北京去世。而据知情人士透露，60岁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监事
长王世强系跳楼身亡。

点评：选择“主动”去世，反映出王世强的心理压力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

极限。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家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但是他们的精神状

态和压力负担很少被关注。对于企业家的健康管理，特别是心理健康管理，关

系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幸福和荣誉。这不仅是中国企业家们自己的事，也是

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工行 2.8万亿美元资产居全球榜首

热议

媒评

4月 14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一网吧失火，殃及酒店，

导致 14人遇难，警方已以失火罪立案。

人们首先追问的是，那家失火网吧有没有违规经营？答案

是肯定的。据悉，出事网吧事发当天早晨 6点仍在营业，网吧

146台电脑在事发前有 25台处于上网状态。而根据 2002年 8

月国务院通过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

二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每日营业时间限于 8 时至 24

时。

而且，该网吧还存在更多的违规问题。襄阳市政府一位官

员透露说：有关部门曾对这个网吧搞过 17次检查，也罚过款，

但也没有禁止违规行为发生，如果依法监管，这个网吧早就该

关闭了。

违规的网吧为何能在 17次检查中安全过关？不能不让人

怀疑监管部门的所谓检查是怎么回事。现实中，如下的检查

“流程”大约并不鲜见。一是发出通知，宣布什么时候就要对网

吧集中整治了，就算要进行暗访，也会事先请媒体报道。这样

一来，就给检查对象提供了“躲猫猫”的机会。二是查出问题之

后，监管部门和网吧便展开了一场交易。第一回合是在处罚方

式上做交易，网吧老板针对“关闭网吧”的要求，通过找关系疏

通，最后改为“限期整改 +罚款”；第二个回合就是围绕“限期

整改 +罚款”问题继续进行交易。网吧可能也进行了一些整

改，但还是不达标，于是再次发挥关系和权力的作用，请求执

法部门在验收时放一马，最后宣布过关。对于罚款金额，网吧

也可以通过关系，让其一降再降，譬如从最初的 5万元降到

5000元。如果关系过硬，不罚款也是可能的。

17次检查整治不了一家违规的网吧，就好像是市场监管

者与被监管者联袂上演的连续剧，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权威

不断被消解，政府的权威不断打折扣。这种“监管”之所以发

生，一个根本原因是，监督者可以把权力当私有财产，对被监

督者自由裁量，而他们自己不受监督。

现在，网吧火灾导致 14人遇难，47人受伤，看来，网吧被

追究责任是逃不了。国务院及湖北省的安监部门都已组成事

故调查组到达襄阳，将对火灾事故展开全面调查。或许把 17

次检查的“账目”翻开来看一看，更多的问题便会显现。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襄阳大火：
17次检查管不好一个网吧
殷国安

乾羽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八房企捂盘被发改委罚款千万元

事件：《新京报》4月 16日消息，国家发改委披露，山西、辽宁、黑龙江、河
南、北京五省市 8家房地产企业因违反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受到查处，各
地价格主管部门合计对违规房企共处以 1000多万元的罚款。

点评：发改委集中对违规房企开罚单，释放出的是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的积极信号。1000多万元的罚款数量虽小，对于高盈利的房企来说从经济

上很难构成打击，但其意义在于表明监管部门的调控决心，其积极作为会对违

规企业与行为形成震慑。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积极的作为是否有延续性，形成

系列的、有规划的专项整治活动，毕竟对于长久存在的问题，非一朝一夕的罚

款即可解决。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搜狐证券 4月 18 日消息，受美股及国际金价油价暴跌影响，周四
沪深两市大幅低开，其中华夏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再次跌破净值，银行股

出现触底迹象。

点评：跌破净值说明了市场对银行企业未来价值的严重看空。中国目前有

16家上市银行，其中 10家曾经跌破过每股净值；5 家差点跌破净值，这是世

界上其他国家的银行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一方面是银行业成为中国最赚钱

的公司，另一方面是市场对其前景的没有信心。从现实来看，中国银行业单一

靠贷差获利的盈利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不良贷款率的风险也在逐步积累

和放大。银行业可能会迎来艰难时代。

中行等三家上市银行再次跌破净值

事件：《新京报》4月 19日消息，《福布斯》发布 2013年全球企业 2000强榜
单，中国工商银行凭借 28135亿美元资产规模，“击败”埃克森美孚，首次登上
了全球企业第一的宝座。

点评：登上《福布斯》全球企业榜单之首，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是第一

次。在并不很久以前，世界 500强企业的名单上，还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的

名字。然而中国企业的迅速成长壮大，更多的是依赖中国经济持续几十年的高

速增长，无论是从管理、创新能力，还是国际化程度上和世界一流企业都还有

明显差距。工行除资产规模外，无论是销售额、利润还是市值，都逊色于埃克森

美孚。尤其是盈利主要来自大陆，在境外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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