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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义大厦，位于陕西省咸阳市

秦都区人民路 21 号———与很多商

厦一样，这栋外表灰白色的九层建

筑坐落在一个繁华的丁字路口，包

括苏宁电器在内的多家商户 LOGO，
在大厦占据了醒目的位置。

在咸阳市，没有人会否定这是

一个赚钱的好地段，但目前这里已

经成为一片“是非之地”：2011 年 8
月到 11月，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
出两项民事裁定，要求陕西金义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大厦一至四层的

房产证交还工农兵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当年 11月 8日，金义
大厦“成功”易主。

一场席卷了房产所有者、承租

企业以及承租人的“连环官司”就此

爆发，至今仍令牵涉其中的所有当

事人焦灼不安。

烂尾楼的再度烂尾

事实上，金义大厦产权纠纷的

双方———工农兵公司与金义公

司———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彼时

双方的目的一致：拯救一栋烂尾楼。

1999年，工农兵公司投资开发
建设工农兵商厦，但由于建设资金

缺口较大，最终只完成了其主体结

构，被迫停工“烂尾”。此后，咸阳市

政府将烂尾楼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希望引进资本加以盘活。

2004年，时任咸阳市市长的张
立勇率团走进温州举办招商活动，

温州客商江金波、林新义等人由此

接下了这根“橄榄枝”：金义公司在

陕西正式注册成立，并斥资 9000余
万元，开始设法盘活这栋烂尾楼。工

农兵商厦也更名为金义大厦。

“最初工农兵公司承诺的条件

是，以 3500万元的价格将工农兵大
厦一至五层的产权转让给我们。”金

义公司股东卢智蒙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他同时出具了 2004年双方
签订的一份商业用房转让合同———

这份合同后来也成了金义公司的噩

梦。

“投资后我们才知道，大厦一、

二、五层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房产
权，因工农兵其它的债权债务纠纷，

早已分别出售和抵押给第三方。”卢

智蒙表示，“这搞得我们无法过户，

但当时工农兵公司表示可以协调解

决。”

在这样的安抚下，金义公司的

投资仍在继续。“我们按合同约定先

后向工农兵公司支付了近 2000 万
元房款，但直到 2005年 7月，工农兵
公司只为我们办理了一到四层部分

房产的过户手续。”金义公司另一股

东金富根说，“他们表示可以先将一

到五层楼交由我们实际使用，但一

些没协调好的部分我们还是用不

了。”

在一份 2005年 12月 23日的裁
决书上，记者看到了西安仲裁委对

金义公司要求工农兵公司全部交付

房产的要求做出了支持的裁定。但

卢智蒙、金富根表示，之后工农兵公

司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作为反制，

金义公司也没有兑付剩余房款———

这份合同，始终处于一种未被完全

履行的状态。

但骑虎难下的金义大厦，还是

在 2006年开了业。“大厦一到二层多
处黄金商业位置，都在第三方手里

面。”卢智蒙表示，“我们只能把它们

再租下来经营，这就造成了成本的

一路攀升，各种矛盾也开始爆发。”

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两年后金义大

厦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关门歇业。

破产引爆“连环案”

2008年 4月，金义公司与自然
人段琳签订了《商场承包合同》，将

大厦一至五层承包给其经营，期限

至 2018年 4月 11日，首年承包费
300万元，之后每年递增 3%。

此后，段琳清理偿还了金义公

司所拖欠的 400万元外债，并投资
近 200万元对大厦电路、水路、消防
等相关配套设施更新完善，开始招

商。苏宁电器、秦宇酒业等企业与段

琳签订合同，分批进驻金义大厦。

“应该说是我盘活了这栋大

厦。”段琳向记者表示。事实上，段琳

的介入确实解决了金义公司的燃眉

之急，然而情况也变得更为复杂了：

金义公司与工农兵公司那悬在半空

中的合同，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悬在了这些承租人、次承租人的头

顶。2007年，工农兵公司进入了破产
程序，四年后，利剑突然落下。

2011年 6月，工农兵公司破产
管理人以金义公司未履行完合同为

由，向金义公司发出了《解除工农兵

公司与金义公司<商业用房转让合
同>通知》与《收回咸阳工农兵工贸
集团公司商厦 1—5 层楼房产的通
知书》，要求金义公司交还大厦一到

四层的房产证，并申请咸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裁定之后，咸阳中院通知咸阳

市住房和城市建设规划局，公告撤

销金义公司的房屋产权登记，注销

了相应的 4个房产证，并转交工农
兵公司破产管理人；咸阳市国土资

源局也据此注销了土地证，亦转交

工农兵公司破产管理人。

“法院没有理会我们的书面异

议，也没有对解除合同做出明确说

明，更没有提出任何的补偿条件，就

这么把房产证收回了。”金富根颇为

气愤地表示，“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投

资呢？难道就这么没了？”

而段琳则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2011年 12月 14日，工农兵公司破
产管理人对其下发《通知》，要求段

琳从当年 10月 1日起，每月将租赁
费交于破产管理人；否则法院将依

法解除租赁合同，立即收回房屋。

2012年 1月 9日，颇为无奈的
段琳向对方电汇了两个月的租赁费

21万元。“但工农兵公司破产管理人
始终不给我收据，也没有说解除我

与金义公司的合同，这让我怎么敢

继续汇款呢？”段琳表示。

而事情之后的走向，则彻底激

怒了段琳：2012年 6月，工农兵公司
破产管理人以拖欠其房屋租赁款为

由，将大厦承租企业苏宁电器、泊金

餐饮、阳光假日、秦宇酒业、步步高

鞋行等作为被告诉讼至咸阳中

院———矛盾由此全面升级。

“这些企业都是跟我签订的租

赁合同，工农兵公司破产管理人怎

么越过我直接找他们要房租？”段琳

说道，“我之前与金义公司签订的合

同也是合法的啊！”

商户群诉泥淖

“我不管你的产权怎么变更，作

为租赁户我们给谁交房租都可以，

但是不能让我们缴纳双份房租吧？”

李风安向记者说道，“这事来得莫名

其妙！”

李风安是金义大厦一楼侧面

“步步高鞋行”的总经理，2008年这
家企业与段琳签订了一份十年期限

的租赁合同———当工农兵公司破产

管理人将其告上法庭时，2011 年的
房租他已经交给段琳了。

这是所有被告承租企业的普遍

情况，但咸阳中院的裁定并未对此

做出明确说明。

据段琳介绍，法院于 2012年 7、
8月和 12月分别就此案做出两个裁
定：第一裁定以房屋租赁纠纷为案

由，查封、扣押、冻结几家承租企业

的资金或相应价值财产，并做出财

产保全；第二个为先予执行裁定。

“秦宇酒业及其他次承租企业

的遭遇与苏宁公司一样。”秦宇酒业

法律顾问、陕西天之骄律师事务所

翟宝琪律师说，“比如阳光假日被查

封了 590 万元资金和价值财产，并
‘被支付’了原告 83万余元。”同时
翟宝琪指出，法院要求的租金额度，

对比企业曾交给段琳的亦有不少上

涨。

这也直接催生了段琳与众多承

租企业的矛盾———2013 年 5 月，因
为苏宁拒绝再给段琳缴纳房租以

及设备维护、物业费用，段琳一度

停掉了苏宁店面内的电梯。“电梯

到了维护期，没有费用维护，出事

了谁能负责？”段琳表示这也是无

奈之举。

事到如今，这栋咸阳市黄金地

段的商业地产彻底陷入风雨飘摇之

中。金义公司认为自己的房屋产权

是被强行剥夺，段琳不明白的是自

己与金义公司签订的合同突然就成

了废纸一张，而承租企业迫切想要

搞清楚一件事：租金到底该给谁？

6月 16日至 19日，段琳以及众
多承租企业纷纷提起上诉，金义公

司也提起了行政复议———他们希望

在更高一级的法院要个确切的说

法。这一点得到了咸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宣教处相关人士的确认，但该

人士同时表示：“法律程序还在走，

目前不方便就此案发表观点。”

而工农兵公司破产管理人也拒

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具体情况你

去问法院吧。”该人士表示。

这像是一场看不见尾声的乱

战，无解局面是否已然形成？一位不

愿具名的咸阳法律界人士表示，要

解决问题亦并非难事。“如果从头开

始理清法律关系，比如从金义公司

与工农兵公司的法律关系开始到金

义公司与段琳，以此类推，肯定可以

解决问题———但首先需要承认这些

合同的合法性。”

该人士也提出了自己的忠告：

一般来说，烂尾楼都存在着或多或

少的债权债务问题，在接手之前投

资者一定要详细了解这些项目的历

史和现状，特别是“烂尾”的真正原

因。在如今商业地产投资一片火热

的时候，应该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

何时出手、怎样出手一定要考虑清

楚。

咸阳金义大厦
“连环案”调查

盛夏六月，行走在湖南省隆回县

山区的沟沟壑壑，到处都盛开着黄白

相间的金银花，花香四溢。

目前，隆回县金银花种植面积已

达到 21万亩，享有国家林业局命名的
“中国金银花之乡”的美誉。而隆回县

坚持群众路线，依托金银花产业加快

发展的经验，更是一朵带领农民脱贫

致富的灿烂之花。

科学决策
小花形成大产业

位于雪峰山东麓的小沙江地区，

平均海拔 1350米，素有“小西藏”之
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生活在这里的

瑶汉同胞人均年收入还不到 100元，
90%以上的瑶汉同胞靠救济和乞讨度
日。“南瓜汤，木炭火，三个苞谷当两

餐”，这首流传在当地的民谣是那时瑶

汉同胞生活的真实写照。

瑶汉同胞的困苦一直是隆回县

委、县政府的牵挂。历届县委、县政府

一直在寻求小沙江地区适宜产业。然

而，产出苹果比拳头小、比石头硬；种

水稻往往是三年两不收，即使是好年

成，产量不过 300斤。
上世纪九十年代，抓住隆回被列

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一历史

性机遇，隆回县请来土壤、气象、农作

物专家，对小沙江高寒山区进行了集

体“会诊”，专家们认为小沙江地区适

宜栽种金银花，于是，县里出台了一系

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发展金银花

种植业。然而，习惯于种田吃饭、喂猪

过年传统种养殖模式的瑶汉同胞普遍

认为县委、县政府又在“瞎折腾”，谁都

不愿意去栽种金银花。

为了改变瑶汉同胞的种植、养殖

观念，该县采取“三级联动”扶持制度，

即县级领导联片、县直单位联村、干部

联户包干模式。金银花产业刚起步的

那几年，该县每年安排 1000余名干部
进村入户，一一上门或做农民群众的

思想工作，或带着农民群众去外地学

习，开阔眼界，或去当地一些种植能人

和致富典型家里参观，让村民们看到

自己平日里种水稻“十年九不收”的

地，别人能栽出“金”种出“银”来，切实

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同时，在资金上

予以重点倾斜，扶持农民种植金银花。

该县把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财

政扶助资金打捆，先后投入资金 2.5
亿元，用于解决农民群众种苗、化肥等

生产资金。此外，该县还积极争取国家

林业局的扶持，把金银花的栽种发展

纳入了退耕还林项目，享受着国家退

耕还林的一切补贴优惠政策。

如今，该县不仅生活在小沙江等

北部高寒山区的农民乐意种植金银

花，而且生活在南部丘陵地区的农民

也跟着种起金银花来。

科技引导
品牌战略促发展

本世纪初，老百姓看做是致富的

朝阳产业，前景却每况愈下，每公斤干

金银花卖不到 4元钱，老百姓辛苦一
年却赚不到几分钱。

为了让金银花产业走出困境，使

之成为花农赖以致富的朝阳产业。县

里立足于“科技立业、品牌兴业”思路，

坚持以资源为依托，以科技为支撑，以

市场为导向，以持续发展为目标，全面

提升金银花综合生产能力和产业综合

效益。该县加大改良品种、培育新品种

的力度。财政投入 100余万元建立了
1个金银花组织培养实验室和 20多
个优质品种培育基地，走科技育苗之

路。该县通过加强与湖南林科院等科

研机构和高校合作，经过十多年的科

技攻关，先后培育出只结花蕾不开花

的“金蕾”系列金银花优良品种 10个，
其中金翠蕾、银翠蕾、白云三个品种获

国家林业局优良品种认证，并成功实

现工厂化生产金银花无病毒组培苗，

成为国内首家。现年育苗能力 400万
株，全面满足全县乃至全省金银花种

植基地生产需要。隆回金银花品种已

被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列入生物医药

产业优势药材资源，作为重大项目之

一被列入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
同时，该县积极推进“公司垣专业

合作社垣农户”的经营模式，推进金银
花中药材 GAP种植基地建设，实行产
区生产资料准入制，推行套餐制度，

配制金银花专用肥料，禁止销售高

毒、高残留农药，推广使用低毒、低残

留生态农药，加强对金银花基地土

壤、水质和大气的监测与保护，促进

产业得到健康快速发展。为了确保金

银花入药入食质量安全，该县引进先

进的无公害加工方式，淘汰传统中药

材含硫加工方式，大力推广金银花无

硫干燥技术。四年来，该县累计推广

金银花无公害干燥设备 990台套，县
财政对购机农户共发放农机购置补

贴 920余万元。
品牌就是金钱。如今，每逢七、八

月份，全国六大中药材市场之一的隆

回小沙江中药材市场商贾云集、车水

马龙。全国 170多家厂商企业常年落
户该市场抢购金银花。据统计，近年

来，隆回金银花的原材料年产值达 12
亿元，全县花农户年均获纯利 1.5万
元以上。

好树引得凤凰来，2012年隆回县
通过产业招商，已与国药控股湖南有

限公司签订了《湖南隆回金银花科技

产业园及公共平台项目开发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将

在隆回县总投资 15亿元，分三期建设
湖南金银花产业科技园项目，通过产

业平台的整合，力争十年内实现整个

金银花产业链年产值达到 100亿元的
产业规模，打造中国金银花产业高地。

辐射带动
一花致富千万家

金银花产业的做大做强，有力地

带动了全县整个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近年

来，该县全面推行“一带二”工程，通过

将扶贫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其

他农业专项资金捆绑起来，重点扶持、

壮大金银花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其他

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产

业强县目标。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投

入资金 5亿余元，发展农产品加工企
业 100余家，其中 6家企业通过国家
QS 质量体系认证，1 家企业通过
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创立省
优、国优名牌产品 30余个，富硒“毅
鹏”牌金银花茶、“银仙”牌金银花茶、

“宝庆”牌龙牙百合和“桃花”牌辣椒酱

等 6个产品获国家绿色食品产品认
证。金银花和龙牙百合等 2个农产品
被国家质检总局列为原产地保护产

品。一大批“农”字号企业和农产品纷

纷茁壮成长，为富民强县增强了后劲。

2012年，该县优质稻、中药材、蔬菜、
畜牧、林竹、烤烟等六大支柱产业总产

值达 30余亿元，全县农民净增加收入
10亿元。

作为武陵山片区最大金银花种植

地和集散地的隆回，在高寒贫困地区

发展金银花产业帮扶农民致富的成功

经验，为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开发工作

找准了一条好路子。如今，隆回培育的

金银花品种已在武陵山片区如湖南的

叙浦、中方和新化，重庆的秀山，贵州

的务川和绥阳广西忻城以及四川南江

等县的高寒贫困山区生根开花。金银

花已成为贫困山区农民的致富花。目

前，武陵山片区共种植金银花 40余万
亩，金银花产业惠及贫困人口 3600
万。武陵山片区金银花种植户年人均

收入 2000多元。

———湖南省隆回县发展金银花产业纪实
湖南省隆回县因

地制宜，调整经济结

构，引领农民种植金

银花致富的报道，措

施有力，成效突出，这

是贫困山区坚持群众

路线，带领农民脱贫

致富的成功经验，值

得一读。

湖南隆回县种植

金银花历史悠久，民

间习称金银花。根据

国家“药典”，隆回金

银花当为山银花，然

药理与金银花相通，

功能与主治、性味与

归经、用法与用量完

全相同。本报在 5 月

28日发表的《部分地

方政府保护假冒金银

花生产销售》，涉及专

家对于金银花与山银

花的意见，并不代表

本报观点。

我们欢迎各地政

府、企业多提供类似

隆回县这样的经验，

本报将择优发表。

编
者
按

隆回县金银花种植面积已达到 21万亩，享有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金银花之乡”美誉。

贫困地区的致富花

2011年 11月 8日，金义大厦“成功”易主。一场席卷了房产所有者、承租企业以及承租人的“连环

官司”就此爆发，至今仍令牵涉其中的所有当事人焦灼不安。这个咸阳市黄金地段商厦的命运走向，

能否给时下如火如荼的商业地产发展敲响警钟？

本报记者 彭涵

本报通讯员 伍莉珊

隆回金银花辉煌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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