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本报赠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国家机关、国资委系统、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中国企联会员企业 姻新闻热线：010-68735738 姻新闻监察：010-68701250 远愿485798 姻广告热线：010-远愿701052 姻发行热线：010-远愿苑园员057

悦匀陨晕粤 耘晕栽耘砸孕砸陨杂耘 晕耘宰杂

编辑：郭志明 E-mail：guozhiming007@163.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

星期二 今日三十二版
周二出版 邮发代号：员—员圆愿
国内统一刊号：悦晕员员—园园圆怨
京海工商广字第 8251号
零售价：4援0园元
全年定价：192元

2013/05/14
NO.4565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主管

网址：epaper.zqcn.com.cn

5月 13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右三）会见了国际劳工组织总干

事盖·莱德（左三）及代表团一行。王忠禹对盖·莱德就任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表示祝贺，并对他

率团到访中国企联表示欢迎。

王忠禹向客人介绍了中国企联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九届一次理事会会议情况以及中国

企联履行雇主组织职能、参与劳动关系协调等工作，他对国际劳工组织多年来与中国企联的合

作表示满意。

王忠禹指出，协调劳动关系是中国企联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企联在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劳动关系立法、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加强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

制度建设、健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已取得积极成效。

盖·莱德赞赏中国企联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同时表示国际劳工组织愿意

继续支持中国企联开展相关活动，希望中国企联积极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重点工作。双方表示愿

共同努力，加强合作，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右二），驻会副会长黄海嵩（右一）、李明星等参加了会

见。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影报道

大政

过度投资风险再预警

新“国五条”引发地产调控骑虎难

下的尴尬局面，议论蜂起。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同样出台调控措施的香

港则成效显著，内中原因值得深察。

近来，以新“国五条”为标志的地

产调控，似乎又陷入“屡调屡涨”的怪

圈。数据显示，4月份百城住宅平均价

格自去年 6 月以来连续第 11个月环

比上涨；同比则是连续第 5个月上涨，

涨幅扩大至 5.34%。调控最严的北京新

房价格继 3月份后，以 10%的涨幅再

次领涨一线城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出

台调控措施的香港则成效显著，港府

连续向楼市落重药后，楼价升势开始

放缓，3月份楼价一举扭转前两月平均

2.6%的涨幅，非本地买家则较去年前

10月平均数锐减七成。

一边是进退维谷、莫衷一是，一边

是立竿见影、齐心同力。内地与香港地

产调控的迥异，很引人注意。当然，香

港的调控措施也不是什么都好，香港

地产有过大的教训，现在也会受到内

地地产的影响。不过，从里面找出带规

律的东西，是很有必要的。

不可否认，内地与香港在经济环

境、调控动机、调控措施上的差异使得

最终成效不尽相同。例如，内地的调控

动机一直是“防止房价过快增长”，有

着政治与社会因素；而港府则着眼于

规避“楼市出现严重泡沫”，有着明确

的经济诉求。然而无论如何，本质上都

是调控，同法却不同效，实在让人不得

不产生疑惑。

楼市调控的成败，很大一部分上

取决于执行力。香港的调控措施得到

了主流民意的支持，即便是利益严重

受损的地产界，也没见多少异议。然而

在内地，地方和中央之间总是在进行

着一场猫鼠游戏。中央政府下达指令

是一回事，地方政府怎样贯彻、贯彻得

充分不充分又是另外一回事。从各大

城市出台公布的细则来看，地方细则

非常“不给力”。如南京市的细则全文

仅 132个字，仅仅是一条微博的容量。

显然，大多数地方官员不愿意严格执

行遏制措施。从民间看，稀奇古怪的避

税高招，包括假离婚潮也出现了。

这种现象的产生，自然是利益的

掣肘。自 2003年开始，房地产税收与

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

入的主要来源。2012年我国房地产“五

税”收入首破万亿元，达 1.01万亿元，

土地出让金收入 2.69万亿元，两者合

计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近 48%。在香

港，地产调控利益牵绊较少，香港政府

财政来源多元，基本不存在“土地财

政”之说，且港府 2012 年度的财政盈

余高达 648亿港元，有足够的底气严

格采取调控措施。然而在内地，地方政

府奉行 GDP增长主义的政绩观，以及

卖地为生命线的土地财政 ,与银行和房

地产公司往往共同组成利益集团，致

使房价居高难下。鼓励房地产市场繁

荣不仅能够保证税收，还能提升当地

经济增长，给地方官员增加更多的晋

升机会，何乐而不为呢？实际上，部分

地方政府在新“国五条”落地初期，就

迅速地释放推地信号。在今年 4月成

交的地块中，土地溢价率持续走高。

（相关报道见四版、下转第四版）

内地、香港地产调控为何成效迥异
本报评论员 李锦

紫竹评论

颁行了近 20 年的煤炭经营许可证在一片
质疑声中或将退出历史舞台。在存续的 17 年
里，这张证照并没有给更多人留下好印象。“早

该取消了”成为业内人士普遍共识。

《中国企业报》记者日前向国家发改委求

证，一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还没有得到消

息，一切以官网信息为准”。

“取消很有可能。”河南一大型煤矿相关负

责人这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我们也在等消息呢，省里面已经 3 个月
没批证了。”张先生在电话那端述说着自己的

担心，“国家最近要取消一些行业的行政审批，

涉及煤炭行业。”

张先生是湖北省的煤炭贸易商，1999年办了
第一张煤炭经营许可证，“当时花了 1万元左右”。
今年煤炭价格整体滑落，他想低价转让许可证，“有

意向者只是打电话询问一下，就不了了之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相关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确定取消与下放不同，但具体的配

套措施目前还不清楚。”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有的地区注册资本

金为 500 万元的煤炭经营许可证，转让费用就
高达三四百万元。

煤炭经营许可证是煤炭生产贸易企业的

核心证照，决定企业是否有资格参与煤炭经

营，其初衷是为了维护煤炭经营秩序。

“但在执行的这些年里，并没有起到什么

好效果。”上述煤矿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

“而且现在也没啥用了，小煤矿都关了，就

适合煤贩子。”在上述煤矿负责人看来，“所谓

煤炭经营许可证的作用就是允许一些人办个

证，租个站台开始贩煤。”

“煤炭早就应该完全市场化，买方卖方谈

妥签订合同就可以了，不需要中间那么多人

‘跑来跑去’的，造成市场的混乱。”厦门大学能

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这个许可证

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也抬高了交易成本。

随着近年煤炭价格节节攀升，获得这张证

照的交易成本也水涨船高，与此同时也催生了

“灰色地带”。“换证、审批、车皮等环节，都需要

各个公关。”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改革是必需的，早应该取消，对今后整个能

源行业竞争、发展都将更加有效。”林伯强表示。

令林伯强感到担忧的是，如果国家放

手，“是否会形成地方定价垄断，比如山西、

内蒙古等煤炭大省。”全国目前有煤炭企业上

百 家 ，应

该不会形

成企业价

格 垄 断 ，

但资源在

地方，“容

易 做 文

章”。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业内忧心中央放权地方垄断

本报记者 张龙

在保增长的现实压力下，地方政

府再次祭出投资拉动这一法宝。

最近几个月，各地政府纷纷公布

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四川 4.3万亿元、
贵州 1.7万亿元、浙江未来五年投资
超 10万亿元。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数
据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已逾 20万亿元。
浙江一家服装企业老板郑先生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前段时间，政府

部门经常来企业调研，询问企业有何

投资意向。同时政府也希望企业主能

够拉来一些外来投资者，只要是差不

多合适的项目，政府一律“开绿灯”。

地方债务风险引中央重视

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则明确

把投资拉动作为了主要目标。四川

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投

资拉动”，并表示要“确保全年完成

投资 2 万亿元以上”；甘肃省也表示
要“着力增强投资拉动力，推动 100
个重点项目”。

交通银行的预测显示，1 至 4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将在

21%左右，未来投资仍将由政府主
导，民间投资动力启动稍有滞后。

初步预计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较一季度有所提高。

在这一轮地方投资竞赛中，中

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堪称巨大。

山西、四川、贵州、江西、广西、

陕西 6 省共推出了 10.05 万亿元投
资计划，万亿以上的投资项目有 4
个。例如，山西省宣布今年欲通过

“五大工程”引资 1.5万亿元；四川省
则推出了投资总额达 4.3 万亿元的

1999 个合作项目向民企招商；贵州
省也面向民企抛出了总投资额近

1.7 万亿元的 506 个项目；广西也表
示将在今年推进 552 项重大项目建
设，总投资达 1.5 万亿元。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今

年以来，投资增速第一的位置被西

部地区的新疆占据，今年一季度，新

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 5.9
个百分点。

一家从事基建项目建设的央企

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这几个月来，自

己参加了多个地方政府组织的基建

项目招投标工作，其中，来自中西部

地区的基建项目数量达到了 2/3 以
上。

投资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地方

政府对投资的偏好可能加大债务风

险系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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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数据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 20万亿元，

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偏好可能加大债务风险系数。 王利博制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表示，新兴产业出现过剩的苗头早已显现，不少行

业现在不具备盈利能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面子上的好看，对于这些项目仍大开绿灯。

官方微博

weibo.com/zgqybnews

中国企业报

金融·投资

中国降息窗口即将开启
但不会量化宽松

P07
实体经济仍未脱困
温州银行业持续承压

P07
信托通道变异

银行风险加剧
P08

mailto:guozhiming00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