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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县政府
面对媒体监督辩称自己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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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啊，今后你们要时刻关注

资产的去向问题，一定要追一部分回

来，先把专案组扣下老百姓的另一半

本金补给他们，这可是他们祖祖辈辈

的血汗钱，千万莫让老百姓吃亏！”近

日，曾成杰在遗书中反复叮嘱儿子曾

贤时如何处置资产。

曾成杰是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馆公司）总裁，

2011年 12月 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认定，曾成杰等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总

金额 34.5亿余元，集资诈骗金额近 8.3

亿元。主犯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判

处死刑，目前正在死刑复核期。

因与吴英案类似，曾成杰案也被

称之为“湖南版吴英案”。除了集资诈

骗罪名本身的争议外，其资产的处置

也成了焦点。5月 28 日，曾成杰的二

审辩护人、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少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

获得了一份三馆公司总资产评估值

为 8.28亿元的报告，这意味着三馆公

司不存在资不抵债情况，“我已经反

复致函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发回重

审”。

民间融资遭遇政府变脸

早在 2003年 6月，湘西州政府决

定对州图书馆、体育馆和群艺馆等多

个场所实行整体开发（下称三馆项

目）。曾成杰挂靠的吉首市国土房屋综

合开发公司中标后，和当地很多企业一

样，以月息为 1.67%的回报率开始集资。

这一做法接近最高人民法院不得

高于银行利率 4倍的规定，后来，各家

公司的利息不断翻涨。

2004年 8月，曾成杰成立三馆公

司，独家开发三馆项目。

吉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鲁明勇曾

撰文分析说，吉首发展慢，最大的瓶颈

是资金问题。在“银行贷不到款、外面

没人来投资、政府又拿不出钱”的情况

下，湘西要发展只能利用民间融资。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快速打通融

资渠道，从 2000年至 2007年，湘西州

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对于民间融资给予

了支持和重视。

除了高额的回报，当地官员的“带

头”也是百姓热情参与原因之一。州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滕万翠，湘西州政府

原副州长黄秀兰，原政协主席向邦礼等

人都深涉其中，州长徐克勤亦被免职。

疯狂的融资潮危机重重，湘西州

政府开始通过“融资商会”试图逐步化

解风险，实现“软着陆”，但实际上，各

公司暗地提高月息吸引资金，以防资

金链快速断裂。

2008年春天，湘西政府对于民间

集资的态度，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内部文

件显示，2008年 6月州纪委下文要求

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立即引发了

挤兑潮。

当年 8月 15日，吉首市政府有官

员公开提出，集资企业从即日起将利

息逐步降到最低点，对再高息融资将

严厉处置。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在

2008年 7月下旬公布的《2008年上半

年湘西州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也建议

改变“没出事就是民间融资，出事就是

非法集资”的观念：“尽快出台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明确

民间借贷的监管部门及其职责权限”。

一位参与集资的群众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曾成杰曾于 2008年 8

月 16日召开融资群众大会，宣布当年

9 月 1 日后利息降到三分，2009 年 5

月后不再融资，2009年年底付清全部

本金和利息。 （下转第三版）

湘西 34亿元集资案余波

本报记者 闵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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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世安 陈玮英

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

的力量增加了 100倍。城镇化让荒原变成花园、让农民变成市

民，让城乡从孤立变成融合。城镇化所带动的商业、金融服务

业等一系列内在的需求，可以有效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可以为

我们带来数倍的发展效率。

但城镇化也面临一些现实难题，如地方财政收入在农民

市民化的巨大成本面前捉襟见肘，失地农民因养老、医疗等后

顾之忧难以将储蓄转化为消费从而拉动内需，这些都将影响

城镇化的效果。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

最大潜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业的重要使命；在推进城

镇化建设过程中，保险行业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大有作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业作为金融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

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并且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社会生

活、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商业养老保险和医疗补充保险共

同构筑了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农业保险和地震保险参与政府

救灾管理，汽车保险参与社会治安交通管理，保险资金进入资

本市场，拓宽保险资金渠道列入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内容等。

李克强总理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

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在城镇化

建设过程中，保险行业可充分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助推城

镇化建设的顺利实施、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

保险参与城镇化建设，一是可以积极发挥资金融通的功

能。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来源稳定等优势，无论是从

保险资金的特性来看，还是从国际成熟市场的实践经验来看，

保险资金都非常适合于投资实体经济。城镇化进程中未来城

际交通网建设、城市更新改造、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改造，无疑

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长久期的保险资金，可以弥补城镇化

过程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同时也为保险资金

找到了稳定的配置标的。目前保险行业已经拥有超过 7万亿

资产，具备为城镇化提供长期稳定资金的条件，可以作为城镇

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其次 ,保险参与城镇化建设，可以有力保障社会稳定运

行。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意味着一千三百万的农村

人口进入城镇，这意味着农民的居住、生活、消费和养老等

方式的必然转变。商业保险，在广泛参与新农合、新农保业

务的同时，积极提供工伤补充保险、养老补充保险、住院医

疗补充保险等保险业务，可以作为农民在脱离土地等传统

生活保障依托之后的一种新保障手段、伴随城镇化的居民

财富增长所需的一种风险管理工具，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运行。

保险参与城镇化建设，还可以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运行效

率。保险业通过专业化运作和高品质服务，可以切实发挥社会

管理功能。如大病医疗保险，就是商业保险机构利用其专业优

势,来承办大病保险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提高大病保险的运行

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政府可以更好地利用市场的手，来解

决城镇化建设中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新

城镇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运行效

率。

总体来讲，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通过提供风险

保障，参与社会管理，支持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保险的“社

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功能作用。同时，保险业属于金融

服务业，保险业要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多层次

的保险需求，加大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着力提升服务质量

和水平，体现保险价值。

阳光保险是国内七大保险集团公司之一，旗下拥有阳光

财产保险、阳光人寿保险、阳光资产管理等多家专业子公司。

曾经创造了公司成立 5 年即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前 350强的

历史记录。总结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自集团成立以来，

充分利用保险公司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一直注重和各地政府

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当地政府致力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各项建

设活动，并取得了众多成果。

当然，优势都是相对的，也是变化的。在这个独特的历史

机遇面前，我相信，保险行业可以进一步加强与各地政府的密

切合作，进一步增强

服务意识和责任意

识，进一步主动作为、

有所作为，为推进中

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

提供强大支撑。

（本文是在 5 月

28 日举行的 2013 中

国经济社会论坛上，阳

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

维功作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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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涉案企业资产评估报告的出现，
让社会广泛关注的集资案增加了更多复杂性。

刚刚过去的 4 天时间着实让人
感到沉重。

5月 31日，黑龙江省林甸县发生
火灾，着火的是国家级粮库，78个储
粮囤中的几万吨粮食过火，直接损失

近亿元。

6月 2日下午，中石油大连石化
公司一联合车间三苯罐区发生一起

储罐闪爆着火的事故。《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事故情况通报会获悉：初步估

算，事故造成 2 人伤重死亡，2 人失
踪，直接经济损失 58万元。

6月 3日清晨，吉林省德惠市米
沙子镇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爆炸，据

吉林省消防部门介绍，本次事故系厂

房液氨泄漏引发爆炸。截至记者发

稿，事故已造成 119人遇难。
仅仅 2 天时间，120 多条鲜活

的生命就这样逝去。“这到底是怎

么啦？！”很多网友发出这样的感

叹。

四天三起大事故

6月 3日，据黑龙江省公安消防总
队消息，“5·31”黑龙江中储粮林甸直属
库火灾系“由于穿过金属配电箱的导

线与配电箱箱体摩擦，致使导线绝缘

皮破损，短路打火，引燃配电箱附近可

燃的苇席和麻袋，进而引发火灾。”

专家表示，由于粮食输送机和其

配电箱在该粮库的实际操作中要随

堆垛不断搬运，在移动过程中埋下了

隐患。

就在有关部门对中储粮黑龙江

林甸直属库火灾做进一步调查过程

中，中石油大连石化发生爆炸。6月 2
日，受中油七建委托，大连林沅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4 名工人对大连石化
公司一联合车间 939 号储罐仪表平
台进行更换作业。14时 20 分左右，
939号储罐罐顶突然发生爆炸，随之
着火，并相继引起 936 号、935 号和
937号储罐着火。

中石油网站 6月 2日晚间称，火
情发生后，大连石化公司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对大气环境进行实时监测，

现场监测数据表明，事故未造成环境

空气和水质污染。

截至记者发稿，据中石油大连

石化内部人士称，事故已造成 6 人
伤亡。 （下转第八版）

大连石化事故
或缘起工程转包
四天三大事故折射监管缺位，惩罚力度过轻令企业铤而走险

爆炸事故多次发生，说明大连石化在管理、监管、安全投入等方面可能都存在问题。 本报记者 王世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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