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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意有多大力量？在甘肃信源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小裕看来，一个人可以改变一家企业的命运。

2012年，甘肃信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源公司）被
浙江省淳安县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招商引资，在当

地投资建设年产值 1.2亿元混凝土生产项目。
但谁也不会想到，2013年 2月 17 日下午，根据县委书记

凌志峰的指示，当地多个部门召开协调会，以会议纪要的形

式否决了信源公司在所拍得的地块建设混凝土生产项目。

对此突然变故，当地许多职能部门负责人表示不能理

解。

既定项目被否

自 2012 年 3 月开始，经过 8 个月的考察、商谈，开发区
与信源公司于 2012年 12月 5日签订了投资协议书。经多方
论证、慎重筛选和双方协商，开发区最终决定将位于文昌生

态工业区一山坳的 40亩土地作为信源公司项目用地。随后，
信源公司在当地注册成立了杭州龙澳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龙澳公司）。甲方（开发区）承诺：在整个项目的筹建和企业

创办过程中，将给予乙方（信源公司）大力支持。

今年 1月 22日，经淳安县人民政府批准，淳安县国土局
下达了淳政工出【2013】5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挂牌出让文
件。该文件明确标注龙澳公司的土地用途及产业准入为混凝

土项目（地块坐标为文昌 A-40.XY），并告知龙澳公司依法取
得该块出让挂牌竞买资格。

通过招、拍、挂等法律程序，龙澳公司于今年 2 月 20 日
接到了当地国土局《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买成交通知书》，

合法取得该地块使用权，并按规定付清了所有约定款项。

然而，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2 月 17 日，淳安县政府
召开了一个由常务副县长余力行牵头，县府办、发改局、工信

局、建设局、环保局、经济开发区等多个职能部门“一把手”参

加的协调会，并形成会议纪要。在这个会议纪要上，原本经过

严谨、严格的项目选址和土地用途、产业准入审核的地块，被

认定“不适合作为混凝土项目的选址”。

从“纪要”中不难看出，得出这一认定的关键词是“根据

凌志峰书记的指示”而非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科学认定。就此，

一个总投资 8000万元、建成后销售产值 1.2亿元，且当地政
府及各职能部门一致认可的混凝土生产建设项目，因一人之

意受阻。

朝令夕改背后有何隐情？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得知，信源公司的投资项目，从

洽谈之初就一直得到淳安县政府的高度重视，突然的变故，

不仅投资方想不通，就连淳安当地的许多领导也始料不及。

了解该项目进程的淳安县原人大主任胡柏木告诉记者，

该项目的投资洽谈、项目选址、土地竞拍等工作都进展的极

为顺利，县长也十分关心，曾敦促相关部门尽快落实，国土、

发改、开发区等部门也给予了积极配合，特别是选址，经过多

次筛选论证，十分严谨，土地用途及产业准入也十分明确。

“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混凝土项目选址的地块，且一切符合法

律程序，却被告知项目选址不适合混凝土项目，这是极不严

肃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决定。”胡柏木表示。

负责该项目选址的开发区主任江灵强表示，在项目引

进、选址、土地拍卖等环节上，相关部门没有任何瑕疵，开发

区的规划布局也是科学的。他坦言，虽然对县委主要领导的

指示持不同意见，但“纪要”还得执行，具体怎么执行却很为

难，找不到任何有效依据。

江灵强认为，A-40-XY地块三面环山，很合适作为混凝
土项目用地，也是经过再三筛选后的最终选择，之所以要引

进该项目，也是基于淳安县混凝土市场供不应求的现状考

虑。

尽管“会议纪要”否决了信源公司的项目选址，但并未阐

述充分理由，只是提及县政府 2009年对当地一家名为华科
建材有限公司有过承诺。调查发现，所谓的政府承诺并未形

成相关文书，是政府承诺还是某官员的个人承诺也无从考

证，到底是怎样的承诺，涉及哪些内容，连当地的职能部门领

导也不知情。

《中国企业报》记者电话要求淳安县府办主任童月山提

供该纪要时，被对方告知没有关于信源公司项目选址不适合

的会议纪要，只是开了个会。

事实上，记者早已得到这份“会议纪要”。

记者获悉，至截稿时，信源公司的混凝土项目已被“默

许”在原选址上建设。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却再次打乱了淳安

县关于抓紧研究全县混凝土项目的规划布局方案，明确具体

地块选址、面积、投资强度，待该方案明确公布相关信息后，

具体地块竞标公开出让的决定。

知情者称，信源公司的混凝土建设项目，从选址被否决

到重新被认可，毫无程序可言。

朝令夕改的背后有何隐情？本报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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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频现或倒逼调控新政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受新国五条细则出台影响，土地

市场在经历了 3 月的沉静、4 月的冷
清后，终于在 5月有了供应放量的迹
象，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

城市，土地交易十分活跃，地王纪录

屡屡刷新。

从 4月份以来，房企拿地热情高
涨，多城土地交易价格被刷新，“地

王”再现。数据显示，今年 4 月全国
21 个城市经营性用地出让成交楼面
均价为 2982 元 /m2，环比上涨 31%，
同比上涨高达 84%。进入 5月份，土
地价格上升势头仍然猛烈。

地王频现
面粉贵过面包？

5月 6 日下午，广州上演了一次
土地拍卖盛宴，白云一块建筑面积

14万 m2的居住用地，吸引多家房企
参与，经过近 200 轮竞拍，佳兆业力
压中海，以总价 18.67亿元竞得，剔
除配建面积，此地块折合楼面地价约

2.56万元/m2。这创下了广州实施“限
地价、竞配建”以来的新高，成为区域

新“地王”。

5月 9 日，上海世博板块土地拍
卖又掀高潮。经过 200多轮的竞价，
世博板块 A09A -02 商办地块以
12.12 亿元溢价成交，最终楼板价
39932元/平方米，再度刷新黄浦江沿
岸 E20 地块 (E-4-1 地块)36059 元/
平方米的楼板价，台企 Maxbase
Holdings. Limited 成为上海新单价地
王。

“高溢价”、“数百次举牌”等信息

反映出各地土拍现场竞争激烈，也似

乎释放出土地市场进一步升温的信

号。

“开发商不是慈善家，开发商拿

地后不可能盖了房子赔钱卖。”一位

房地产从业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达自己的担忧，“面粉比面包贵，

这可能吗？”

库存下滑
或再度推高房价

来自亚豪房地产综合运营服务

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5
日，北京商品住宅期房存量约 3.4万
套，现房存量约 2.7 万套，整体一手
房市场存量降至 60869套。这一数据
同比跌幅为 25.6%，创下了 2010年

1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北京入市的房
产如同流进沙漠的小溪，瞬间就被市

场消化，而库存房产也开始下滑。

一方面是需求的持续释放，一

方面是推盘量的减少，直接导致的

结果就是库存减少。五一期间，南京

由于大量新房源的入市，徘徊在“3
字头”的库存量终于重新进入 4 万
套。然而仅过了一周多时间，从上周

一直至周日，库存量以逐日递减的

态势持续下滑，如今已跌至 37000
多套。库存量减少在反映需求旺盛

的同时，也意味着控制房价的难度

又多一分。

《中国地产》指出，北京等一线城

市，城市化已经接近结束，不具备大

幅增加供应的可能性。空气、环境、

水、能源、教育、医疗等资源都已经证

明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

市的人口容纳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在

这样的城市，供应不能增加，需求大

幅集中，到底是越调越涨，还是越涨

越调，似乎无论哪个方式，都是一个

难题。

而另一个事实是，来自广州的最

新消息，“限”字政策下，4月市场成
交突然下跌并不真实，目前广州十区

大多数项目未拿到预售证，拿到证的

项目则人气火爆，普遍升价。而 5—6
月十区 1.2万套的新货中，也有 52%
未拿到预售证，供求或失衡。另外，项

目中有洋房和别墅，均价便会低于纯

别墅上报的价格，从而规避限价的规

定。

亚豪监测数据同时显示，2013
年 4月，北京市住建委总计批准 22
张预售许可证。相比于 2012年同期，
这一数据同比降幅约在 18.5%左右。

某研究机构总经理李智将此前

为控制房价而出台“新国五条”形容

为“捅了一个马蜂窝”。“这个马蜂窝

并不是不应该捅，时机也是对的，但

政策出的意图和最后达到的效果是

背道而驰的，现在成交和价格都上来

了，可见这个调控手段并不很高明。”

他在《中国地产》预计，在这样的市场

情况下，后面 5—7月份间可能还会
有一轮调控。

5月 7日，本报发表的《供求失衡房价面临全面失控》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记者发

稿，各大网站转载量已超过 500条。同时，这一话题也引起广泛热议。

虽然业内人士观点不一，但话题均围绕“房价是否已经面临失控危险”、“新国五条调控效果是否有助抑

制房价”而展开。《中国企业报》记者也对此进行了跟踪调查。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南门外有几

间不起眼的小平房，这里就是开滦集

团唐山矿业公司开拓区机电队。金牌

工人、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白

宝增在这里已经工作了 33年。
进矿 33 年，白宝增从普通矿工

到钻车司机再到机电队长，从只会换

零件到全面掌握矿山机电设备的操

作、装配、维修，已经成为这座矿山的

技术骨干。

33年中，白宝增收获了一大堆荣
誉：全国煤炭工业系统劳动模范、燕

赵金牌技师、全国技术能手、省五一

劳动奖章……说起白宝增，很多工友

都会说：“他可是个矿山机电设备方

面的技术‘大拿’！”

今年 50 岁的白宝增，个子不算
高，壮实的身子显得很有力量。

1984年，进矿 3年的他被从采煤
一线调出来，学习新从法国引进的液

压钻车。然而，带领他的老师傅，一个

月后就病休了，白宝增既要当操作

工，又要管机械维护。他从只会换零

件的“换师傅”做起，一点点摸索着掌

握了液压钻车的全套技术。

“钻车阀芯上的那个小孔，比头

发丝还细，一旦堵了，想要修好，千万

别用棉纱去擦，只能拿高压风去吹！”

白宝增一开始挑战的就是当时煤矿

中最先进、最精细的液压机械，他成

功了。

勤学苦练，用心钻研，白宝增掌

握的技术日益增多：钻车、猴车、耙岩

机、侧卸装岩机……“开拓区机电设

备几乎没有修不了的。”他的名气开

始叫响：上世纪 90年代初，他就在开
滦矿务局的矿车司机技术比武中脱

颖而出；2007年在全国煤矿钻车技术
大赛中，他又击败了众多选手，获得

了第一名。

身处一个辅助性的机电保障岗

位，白宝增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唐山

矿开采 100 多年了，井深巷远，工人
从下井到掌子面的时间很长，能不能

想办法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他开始

了探索。

为提高效率，解放人力，他带着

机电队在井下刮起了一股“旋风”，将

井下施工使用的“压力风”拓展到多

个领域：过去井下需要用人来搬铁轨

道岔，而今在风泵房里遥控着用风力

就可以完成；斜井内的挡车器，也从

用人改成了用风……

效率提高了，效益也在彰显。

2012年，白宝增带领机电队先后推出
了 4070丙下 90千瓦绞车越位保护装
置、0270 弯道报警器等多项技术革
新，为企业节约资金 410余万元；其
中的井下灭尘用软水管卷轮，还获得

了国家专利。

笔者翻阅白宝增在劳模创新工

作室所开展的项目，其中有将近一半

都是从增强井下安全角度来考虑的。

———0044斜井起伏不平，用于拖

拽物体的钢丝绳在操作中有时会突

然弹起伤人，他就带人设计了锁绳

器；

———巷道施工架设 U 型钢棚子
时，施工人员常会在未架设好防护设

施的空顶下作业，他就和焊工组设计

了前探梁，用其代替人力托举 U 型棚
梁；

———0270斜井有一段是弯道，下
方的把钩工不能看到矿车运行位置，

常无法及时打开挡车器，他就设计了

一种触发式的信号报警器……

机电队里一些老工人陆续退休，

很多没有实际经验的大中专毕业生

补充了进来，白宝增就担负起了培养

新人的任务。

他利用技术课和劳模创新工作

室活动的时间，将自己的工作方法、

检修技术悉数教给这些青工，这些青

工成长很快，2012年，有 9人获得了
中高级工技术职称，有 2人晋升为技
师。

区域

浙江淳安：
既定项目遭一人否决

本报记者 金开尔周慧敏实习生 汪跃

内地、香港地产调控为何成效迥异
（上接第一版）

一边限房价，一边涨地价，地方政

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是新“国五

条”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的原因。显

然，地方政府悄然绑架了中国经济。房

地产业在暴利刺激下迅速发展已有

12 年，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

源。

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

临的最大隐患。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

中国内地的房地产越来越多地充当投

资增值的功能，空房越来越多。一旦这

个大泡沫被破灭，热钱如洪水猛兽般

跑出来，便是天大的风险。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上世纪 90

年代香港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了严重

后果，楼价长年的迅猛高涨，终于导致

楼市泡沫的爆破。港府的调控是痛定

思痛后的正确选择。一个城市的土地

财政便能触发不可控制的风险，更遑

论幅员辽阔、遍地如此的内地。楼市泡

沫在内地的爆破，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要想真正解决房价上涨问

题，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斩断土

地财政的推手，改变地方政府依赖的

卖地财政，改变地方政府推高地价带

动房价的逻辑链条。要大力改革税收

体制，涵养税源，并通过对中小企业、

第三产业等的扶持，培育新的、稳定的

经济增长点。

当然，最重要的断腕之举是什么，

就是调整税制分成比例，把中央财政

拨一大块给地方财政，使财权与事权

统一起来。摆脱地方经济增长对房地

产市场的过度依赖，才是地产调控的

终南捷径。这件事肯定要办，早觉悟早

办，早办早主动。

惟其如此，房地产调控的“中国

梦”，才不至于总是破灭。

矿山机电设备的“技术大拿”

白文刚 王维华

———记全国煤炭工业系统劳动模范、燕赵金牌技师、开滦集团职工白宝增

一份强调个人权威的会议

纪要，使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一

波三折。变故背后，还有多少经
济行为遭遇公权干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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