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2013年08月06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 邮箱： guozhiming007@163.com 05

2

1

《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数位知
情人士口中得到了一个共同的说
法： 此次巡视组进驻江西之后，稀
土商人闹得很凶， 他们举报的对
象主要是赣州市监管稀土的相关
政府部门官员， 赣州市一直是江
西省稀土主产地。

“赣州国土局几名副县级干
部已经因为这个事（稀土） 被查
了。 ” 一位政府人员向记者透露。

随后， 记者电话询问了赣州
市国土局办公室汪姓主任该信息
是否属实， 汪主任告诉记者：“目
前， 从市局到县局没有任何一名
工作人员被停职。 ”

记者又问“是否有工作人员
因为稀土商人举报而被巡视组约
谈”， 汪主任没有回答记者的问
题，马上挂断了电话。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
在这（赣州）谈稀土的事情太敏感
了，以前干一票扣除成本，一吨稀
土能赚上 10—20 万元，行情好的
时候， 甚至能赚近 40 万元。‘盛
况’让很多人一夜暴富，这个暴富
的群体里除了商人就是官员。 ”

“巨额的金钱诱惑，让很多相
关监管部门的领导红了眼， 一些
稀土老板拉拢官员‘共同富裕’，
这些官员们也就参与了稀土矿分
红。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就
说稀土资源比较多的热水（村）
吧，当时，为了稀土，村民和村委
会请来的打手发生冲突， 地方政

府派了十几辆车的人去‘解决’。
直到现在， 这件事还是不了了
之。 ”

在赣州市热水村村民的口
中， 上述业内人士的话得到了印
证。 有村民说：“在赣州，能大规模
做稀土生意的就两种人，不是牢里
出来的，就是有本事把人从牢里弄
出来的。当时，挖稀土的都疯了，好
多混混就是直接抢。很多矿长运送
稀土出去的时候都请了保镖，真刀
实枪的保护。 ”

资源枯竭加之稀土滥采带来
的生态破坏等问题，中国在数次下
令进一步收紧对重要战略资源稀
土的监管行动后，终于做出了整合
稀土资源的决定。但伴随着稀土资
源整合的同时，稀土商人也开始了
“整合”。

�“在整合期间，很多商人为了
拿到矿开始跟上边沟通， 一般人
员就是现金一次性买通， 重要关
口的领导除了现金， 还会送点矿
上的股份。 这里面从村委会干部、
主要干部到矿管局、林业局、国土
局、环保局等监管部门，只要够得
着的，一个都不少。 ”上述知情人
士透露。

除了动静颇大的稀土老板，
江西省境内多数“心里有话”的企
业家选择了观望。

“首先是怕报复，没有解决问
题，反倒给自己招来麻烦。 ”一位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例如做交通

工程的，据我所知，他们有一部分
人也聚在一起聊过， 是否向中央
巡视组举报， 但大多数老板不乐
意，所以现在还在选择观望，并没
有行动。 ”

记者了解到， 上述知情人士
所说的未举报内容之一， 就是用
于交通工程检测单位检测工程质
量的工具之一———荷载箱。

“现在，江西省境内检测单位
的荷载箱基本上都是从同一家公
司购买的， 而购买理由并不是物
美价廉，相反，这家公司的产品价
格比市场高出一倍左右。 ”该知情
人士透露， 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
有政府背景，“省里曾下发过文件
给江西各个检测单位， 明确要求
检测单位购买那家公司的荷载
箱。 ”

《中国企业报》 记者以某检测
站想要购买荷载箱的名义联系了
该公司的销售人员左先生，对方表
示，江西省内检测站所用的荷载箱
基本上都购买于该公司，“因为我
们是本土企业，他们照顾我们。”当
记者询问具体价格时，该人员表示
“最好面谈”。

随后记者试图联系该公司幕
后老板，但其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对于企业家想举报但是怕报
复的担忧， 第八巡视组的工作人
员表示， 他们将会将投诉人及来
电信息进行全程保密， 投诉人并
不局限于实名制举报。

本报记者 江丞华 郝帅 实习生 邓文标

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省南昌市开展巡视工作后，屡屡有江西企业代表和企业家上门反映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抚
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东职工代表。《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他们于 7月 23日来到位于南昌的中央巡视组所在
地，反映他们确认股东权长达 10年未果的是是非非。

事情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
起。 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抚州减震
器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抚州摩托车配
件制造厂发展而来。 在初期主要是
生产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 在 1984
年成立自主经营的集体所有制企
业。 后来由于经营不善， 到 1987 年
企业负债经营，面临倒闭。 为了生存

与发展，1988 年抚州摩托车配件制
造厂（后改称抚州减震器厂）发行内
部股票， 由职工共同出资成为企业
股东。 资料显示，当时发行内部职工
股票 11.7 万元， 占当时总股份的
19.54%。 经过股东们努力，企业顺利
地渡过了难关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
实力。

资料显示，1994 年 11 月 13 日，
当时主管此事的抚州市经济委员会
同意抚州减震器厂组建抚州减震器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抚州减
震），当时公司总股本 1359 万元中，
集体股的 1093.4 万元， 占总股本
80.46%； 职工个人股 265.6 万元，占
总股本的 19.54%。 至 2002 年，该公
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501 万元。

记者通过网络查询， 抚州减震
在某网站上的自身简介中称， 其年
营业额已经过亿元。

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企
业发展了，矛盾亦随之而来。

改制

2002年 12月 25日，抚州减震器
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根
据国家体改委 1993 年 7 月 1 日
[1993]114号《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 第 28 条规
定的“定向募集公司内部职工的股份
总额，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百分
之二点五”，决定以此按 1988 年底净
资产倒推算，折合每股 500 元的投资
只有 200 元计算为股份，另 300 元根
据国家体改委 1993 年 7 月 5 日
[1993]115号《关于清理定向募集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不规范做法
的通知》的规定，“地方政府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违反上诉文件规定批准进

行内部职工持股试点的企业，必须按
发行时的价格加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全部退还职工。 ”以上两部分按 1988
年至 1992 年不同购买年份分别计算
后相加，全部退还给原股票持有人。

2003年 1月 2日，抚州市临川区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协调办公室
批复同意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根据该决议，
2003年 1、2月份，除黄新华、付月娥、
付文霆、徐建平 4 人外，大多数持有
内部股票的职工均按不同的购买年
份分别从公司领取了 2579.16 元 、
2438.25 元、1975.40 元、1850 元不等
金额的退股现金，并在抚州减震器股
份有限公司的《内部职工股清退签收
表》上签名。 2004年 3月，抚州减震器
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度年检报告书

中写明抚州减震器厂出资额 1093 万
元，占 81%，内部职工股，出资额 256
万元，占 19%。

“当时说的根本不是清股而是分
红。 ”8月 2日，当时参与购买内部股
票后来被清退的职工代表邹仁午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们手里的
股票已经涨了 20 倍不止， 如果说清
楚是退股，我们肯定是不会答应以这
么小的代价退掉。 ”

“当时清理了 110 多名职工全部
个人股，而这些股份都流向了董事长
徐日进及其家属。 ”邹仁午这样告诉
记者，“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给了临
川区政府 1000万元。 这在《产权制度
改革方案》中有明确体现：‘提取 1000
万元作为对区政府长期支持的回
报’。 ”

清股

2004 年 12 月 27 日， 被清退的
110 多名股东集体向抚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5 年 5 月 13
日，抚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05)抚
民一初字第 3 号一审判决。 判决原
告是被告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东，依法享有公司的股权。 被告
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应停止侵
害原告股东权利的行为。

被告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
对中院的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2005年 9 月 28 日， 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 (2005) 赣民二终字第

3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原审
判决定事实不清。 撤销了(2005)抚民
一初字第 3 号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05 年 11 月 22 日， 抚州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再次审理了此案。
2006 年 5 月 11 日，抚州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 (2005)抚民第一初字第 22 号
民事判决。 法院认为：原告均以其持
有的企业股份作为出资，依法取得了
被告的股东资格，其权益应受法律保
障。 被告凭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决
定，清退内部职工持有的股份，违反
了《公司法》（旧）的相关规定，被告这
一行为无效，应予以撤销，原告仍是
被告的合法股东， 支持申请人的请
求。

抚州减震器厂不服，次日再次提
起上诉。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6
年 11月 22日作出（2006）赣民二终字
第 18 号《民事裁定书》作出了撤销原
判驳回起诉的裁定，江西高院称，本案
是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改制过
程中发生的纠纷， 该公司企业产权制
度改革一直由政府管理部门负责协
调指导。因此，本案纠纷由当地政府负
责解决，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

抚州减震职工股东代表向记者
表示，他们已将抚州减震清退股东股
份侵害股东权益和抽出 1000 万输送
给临川区政府的文件送至中央第八
巡视组处，巡视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们等待处理结果。

纠纷

王利博制图

中央巡视组引发了一场全国性风暴。 表面上看，
这是一次对官场积弊的洗礼；深层次上，长期畸形生
长的政商关系迎来了一次改良契机。

现代版“八府巡按”：受损商界群体成线索重要来源

江西调查：
中央巡视组频接企业举报

��两个多月以来，中央 10个巡视组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储粮、中国进出口银行、中
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区和单位，一场巡视风暴骤然来临。

2013年 5月底，中央第八巡视组（以下简称“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省，自此，江西官场上下一片紧张。“有
事的，心虚不安；没事的，小心观望。 ”

与以往不同的是，官员们担心的举报源不仅仅是“落马”的前同僚们，还有昔日对他们颇为恭敬的商人。
“巡视组主要是想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以往不少涉事官员的案子中，都牵涉到了官商关系。 这种微妙的

关系成为巡视组撕开口子的方向。因此，这些（江西）商人的举报也就得到了巡视组的重视。”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
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拨人主要是一些曾遭遇不公正对待或在官商交往中受损的商人，他们认为这次
巡视组来江西是个机会，所以开始积极举报官员的贪腐行为。 ”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八
巡视组 5月 27日进驻江西省开展
巡视工作。 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由
王鸿举担任，据了解，巡视组原计
划将在江西省工作 2个月左右，但
有媒体称，由于问题太多，中央巡
视组“现在要延长至两个半月，如
果问题比较严重，时间还有可能会
继续延长”。

第八巡视组到南昌的次日，王
鸿举在巡视江西省工作动员会上
公开表示，此次第八巡视组的重点
工作是：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
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
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以及在
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方面，着力发现
是否存在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紧紧盯
住，防止反弹。

随即，第八巡视组通过媒体公
开了电话、地址、邮箱。

对于进驻江西的第八巡视组

来说，从进驻开始到现在引发的举
报量或许都超出了此前预料。

事实上，除了锒铛入狱后争取
表现好以求宽大处理的“前官员
们”之外，曾经遭受过或正在遭受
不公平待遇或官商交易之中受损
的商人群体，也成了巡视组所需线
索的重要来源之一。

“举报的群里主要是被查官
员、商人还有普通老百姓。 在官员
腐败等事件中， 他们可能就是事
件中的受害者或者旁观者， 原来
举报害怕不了了之， 举报没用还
可能遭报复，但是巡视组的到来，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江西省一位
国企员工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
露。

记者了解到，中央巡视组进入
江西约一个星期后，江西省纪委就
宣布了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党委委
员、副厅长许润龙因涉嫌严重违纪
被组织调查的消息。

“这一举动， 让很多观望怕遭

报复的商人放下了心上的顾虑，他
们觉得， 这么大的官都被查了，这
次肯定不会不了了之的。 ”一位江
西籍企业家告诉记者。

事实上，许润龙的落马只是一
部分商人走向举报路的导火索之
一，而不同以往的巡视方法，也帮
助巡视组获得更多的“地面信息”。

根据以往，中央巡视组的工作
方式主要有接待信访和约谈官
员。 但在 5 月 17 日的会议中，王
岐山还强调， 中央巡视工作要关
口前移，“下沉一级” 了解干部情
况， 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有
关事项。

“中央级的巡视组， 本来主要
是针对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的领
导，下沉一级，就变成了从省部级
到地厅级。 这为商人举报提供了可
能性。 毕竟，跟这些商人常年打交
道的还是地方的政府人员。 巡视组
很多线索就是从这得来的。 ”江西
省一位官员透露。

稀土盛宴后“心里有话”：共同富裕之后官商矛盾凸显

事实上，抚州减震器厂部分股东和
相关人士及部门纠纷由来已久。

早在清退没有发生的 2000 年 6
月 21日，抚州减震器股份有限公司为
扩大经营范围， 向江西省工商局申请
了变更登记。6月 22日，江西省工商局
为其办理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但在
审查该公司申请材料时指出，“该公司
系由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在改制过程中未理顺产权关系， 但考
虑到该公司一时难以理顺产权关系，
目前又急需增加进出口业务经营范
围，同意先办理经营范围变更，以后再
理顺产权关系。 ”

记者为此联系了江西省抚州市临
川区政府法制办，相关工作人员称，抚
州减震改制纠纷和给政府 1000 万元
作为长期支持回报一事他都不清楚，
并向记者提供了政府办公室的联系方
式，但记者多次拨打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抚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求证上述事件，该法院立案
庭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需要进一
步查询，并要记者联系法院办公室咨
询此事。但记者按照上述工作人员提
供的联系方式所拨打的电话一直无
人接听。 随后，记者又数次联系上述
工作人员，电话均在被接通后立刻挂
断。

令抚州减震器厂职工部分股东尴
尬的是， 虽然法院裁定纠纷应由当地
政府解决， 临川区政府已经拒绝过他
们的请求。

迷茫

3抚州减震器厂改制：1000万元股东利益输送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