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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蓝色的嫩芽如手臂般将一枚金色的钥匙托起，这个

标志代表着为中小企业带来成长希望和动力的科技部中小企

业创新基金。但是近日在网络上盛传的一则关于“某企业申请

创新基金过程中造假被匿名举报”的消息，却使大家对基金的

申请和使用情况产生了一丝困惑。

各方否认造假

据知情人介绍，工信部等主管部门已收到匿名举报信，反

映北京中电赛意公司在申报 2013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基金”时存在严重造假问题。在接到举报材料后，北京市

科委、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负责该项目审核、发

放的主管单位立即通知中电赛意公司本次申报工作的业务联

系人黄永勤，要求该企业立即进行自查并上交检查报告。

那么，中电赛意公司在申请国家项目中是否真的存在违

规甚至违法的情况，主管部门对类似问题又会做何处理？《中

国企业报》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走访了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办公室。

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受政府委托，为北京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政策服务工作的专业机构，创业

中心企业管理部负责人闫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据闫峰介绍，中电赛意公司本年度确实在申请创新基金，

并且已经按照程序要求报送国家评审。当记者问到该企业的

申请中是否存在造假情况时，闫峰表示，他此前还没有接到上

级关于中电赛意的任何指示，也不知道申请是否出现问题，据

他所了解的情况，该公司项目申请正常，已通过国家项目申

请。

闫峰还向记者表示：“企业的财务材料等都有第三方的专

业审计公司出具证明，我们中心只要看有这个财务审计证明

就可以了，对于企业的其他材料，中心的初审也只做逻辑上或

者说形式上的判断。”虽然中心负责北京市企业的创新基金项

目受理、地方评审、监理、验收等工作，但是工作只停留在前期

的接收材料、审核材料完整性等层次，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不做也没能力进行甄别。

对于如果确实存在材料造假的情况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闫峰表示，有问题企业无法通过优秀企业选拔，无法申请到该

项目，但“不知道是不是存在其他处理方法”。

随后，记者又试图与中电赛意公司总经理刘明亮、项目经

理曹玉红联系核实情况，但得到的答复也是一切在正常申报

进行中，没有要求自查的问题。

局外人莫名成“联系人”

为了解事件真相，《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了本次事件的

焦点人物、该项目联系人———中国电子学会医药信息学分会

主任委员黄永勤。出人意料的是，黄永勤向记者介绍，他已经

于 8月 15日实名向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反映，自己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作为项目申报的“联系人”，从而受到

上级责任追究并名誉受损。黄永勤向记者表示，自己并非该企

业的员工，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为了国家项目的业务联

系人。当项目申报“联系人”黄永勤要求查看中电赛意公司申

报材料时，却被公司负责人拒绝。黄永勤向记者表示，“我想跟

公司要一份申报材料看看，帮公司查一查问题。可他们说，徐

晓兰不同意。”现在他接到上级部门的询问和媒体的质疑，有

一种“代人受过”的感觉。

黄永勤说自己也很困惑，最近，他先是收到北京市科委创

业服务中心电话，催促他上交企业自查结果，并不断有媒体向

他了解中电赛意公司在项目申请过程中到底是否存在、存在

哪些不符合规定的问题。据他了解，中电赛意公司并未在规定

时间内上交检查结果，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未对北京市科

委的要求做出回应，因为上级主管部门还一直在催促他上交

自查材料。

暴露监管空白

一个基金申请项目的业务联系人没有看过一眼申请材

料，甚至这个联系人都不是该企业的员工；当业务联系人和项

目申请公司收到上级要求自查的指示，相关管理单位和项目

申报的公司负责人却对媒体表示没有要求自查的问题，申报

工作正常；上级主管部门收到的匿名举报内容和业务联系人

反映的情况以及有关各方为何说法不一？这些疑问记者并没

有解开。

但是，知情人说，一个基金申请如果存在如此之多的问

题，那就真的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了，国家的基金和扶持

政策能够真正落实给优秀、诚信的企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用

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国家以无

偿资助和贴息贷款的方式，扶持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

术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有活力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然而，如果这项国家和企业

双赢的好政策被某些企业钻了空子，政策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这对于国家财政，乃至国家公信力都是一种损害。

在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直言，现在很多国家补贴项目或

是补贴政策所采纳的补贴依据都由企业自己提供，例如在家

电行业中，作为能否获得补贴的重要标注，能效指数却主要依

靠企业的“自我声明”。而有关监管制度也不够完善，对于“骗

补”事件的严查和追惩多是雷声大雨点小，也助长了企业骗补

的信心。专家指出，未来有必要建立起更完善的监管和惩处制

度，对于骗补企业，不仅要没收其违法违规所得，更要对其实

施“禁入令”，剥夺其享受节能补贴政策的资格，从源头上杜绝

“骗补”的发生。

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申请
被曝混入李鬼

本报记者 张博

近日，“武汉美国新都市工业园空

置率高达 90%以上”的消息传遍网络，

该工业园 2008年 12月一期工程竣工

后，9 家美国企业入驻，然而好景不

长，这些企业纷纷撤退。可容纳 2000

家企业的园区内，目前只进驻 18家，

大部分是饮料、食品等本地企业，偏离

了之前电子信息的定位。

规划占地 3000 亩的汉南区生态

工业园，以农产品、食品加工为产业定

位，2009 年园区一期工程竣工，整个

园区只有一家企业在生产。

2012年上半年，武汉市电视问政

期间，曾对该工业园存在的问题进行

过曝光，当时汉南区区长陈平曾信誓

旦旦许诺“半年内有大的改观”，现如

今该工业园依旧荒凉如故。

大量土地闲置的背后，是地方政

府违法用地的惯性。来自河北省新河

县国土局 2011 年的相关报告显示，

2010年以来该县工业园区内有 31 宗

违法违规用地，面积 3166多亩。

无独有偶，湖北襄阳襄州区双沟

工业园也被媒体曝出存在违法占用耕

地事件。更为离奇的是，由于被要求复

耕，该工业区在建好的水泥路上填土

种菜，以敷衍检查。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2010

年，襄阳市是全国违法用地较为严重

地区，属于政府主要负责人被国土部

约谈的全国 5个市（州）之一。2011年

上半年，国土部开展土地卫片执法检

查“春雷行动”，重点拆除复耕违法和

违规用地。

一边是闲置土地“晒太阳”，一边

是用地紧张。面对这种尴尬，多个地方

政府针对每一地块闲置情况，采取不

同措施盘活，想方设法把“死”资产变

为“活”资源。

在常州，由于轻纺工业全面“洗

牌”，武进区多家企业停产，但所占土

地一直闲置。从去年初开始，由国土部

门牵头，闲置土地全部被地方政府收

储。《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通过回

购闲置土地、提高厂房容积率等举措，

常州市去年“挤”出 2万多亩土地。

位于黄冈市浠水县鄂东滨江新区

的美尔雅工业园，规划土地面积 400

亩，实际使用面积仅 42.49 多亩，剩余

300 多亩土地被用做种树等“副业”

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未开工的约

300 亩土地属闲置土地，将依法予以

收回。

因为业主方美尔雅与当地政府签

订合同，今年 5月，美尔雅已将浠水县

国土局告上法庭。

具体到苏北盱眙，2007 年县政府

也出台《关于做好县经济开发区项目

用地工作的意见》，加大项目清理整

治力度。对划定土地后超过合同约定

期限不开工建设的；竣工后不能生产

或投产后又停产，造成厂房空关闲置

半年以上的；投产项目生产能力很

低，连续两年工业税收亩均低于 5000

元的，列入收回置换公开对外发布信

息。

与此同时，对占地面积小于 30亩

的，不再单独置换，采取连片收购的办

法，提供给新的大的项目使用。

《中国企业报》记者梳理各地公开

数据，今年 2月，江西景德镇陶瓷工业

园区自 2011年以来，已清理盘活闲置

用地 15 宗，清理盘活闲置用地面积

1300余亩。宜黄工业园区共盘活闲置

企业 7家，腾出闲置土地共计 159亩。

从长沙县国土资源局 4年共收回土地

29宗，面积共计 2645亩。鹰潭市工业

园区依法收回闲置土地面积最大，多

达 2040亩。

盱眙经济开发区的未来如何？“目

前正在申报撤县建市，如果批准后，该

区域全部要用来建房子，企业要外

移。”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如是说。

近年来土地闲置问题日益突

出。据国土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5 月 31 日，全国闲置土地

3.55万公顷。54%的土地闲置系政

府原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闲置

的占 46%。“相当数量的土地被故

意囤积或倒卖，开发商通过炒作

房价、地价赚取暴利。”一位企业

家说，很多地方政府参与倒卖土

地，他们公司所在的这个工业园

区便是如此。

高新区虽肩负科技创新、辐

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的重任，但是

由于前期规划、政府扶持政策、政

府补贴等原因，导致高新区内“空

心化”。一是在招商过程中遇阻，

高新区内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

并没有过多企业入驻；另一种是

一些非高新企业为享受“补贴”进

驻高新区内，使高新区内鱼龙混

杂。

全国工业园区兴建浪潮的背

后，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结果。

为完成政绩考核，各个地方相互

攀比，不计代价招商引资，形成恶

性竞争，导致工业园区重复建设、

同质化严重。工业园区遍地开花

也折射出一些地方领导决策失

误，不顾地方产业资源、地理条

件、基础设施的实际，一味认定工

业化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

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等出问题后，最后政

府和企业不欢而散。

土地利用率不高的原因很

多，除了用地标准控制不严，还有

闲置土地因利益驱使监管不力。

按照《闲置土地管理办法》规定，

出让后未动工满一年的建设用地

可被视为闲置，并可按土地出让

或者划拨价的 20%征闲置费；而国

有建设用地闲置满两年则可无偿

收回使用权。对此，国土部门处罚

开发商还说得过去，但没听说对

地方政府有处罚的，这显然是地

方保护主义在作祟。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大多抱

着“重审批、轻监管”的消极心理，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当

前，很多园区是政府借钱来修建，

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效益，最终还

要摊拨到老百姓身上。很多时候

为了修建工业园区，地方财政变

得相当窘迫，行政经费无法划拨，

公务员工资发放延迟，到最后又

反过来影响政府的工作效率。如

此恶性循环，土地长期“偷闲”的

现象在一些城市屡见不鲜。

在闲置土地的清查中，尽管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了闲置

土地的认定、处置方式和处置程

序等，但很多项目突击过关，往往

只罚款了事，实施难一直是困扰

处理闲置土地的拦路虎，变相降

低了违法成本。

土地闲置的一个危害是，导

致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无论

是在项目规划之初，还是在招商

引资的过程中，以至于最后工业

园区建成又被荒废，肯定会有不

少群众的质疑声。但是政府在决

策中并没有实际重视这些意见，

到最后出现问题无法解决，政府

在群众中的公信力肯定会进一步

下降。

其实在规划工业园区时，既

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又要体现

出超前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应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充分考

虑园区所在地域的特点和基础水

平、自然资源、发展速度等因素，

力争使工业园区和中心城区实现

最大的融合。

视角

荒废工业区背后
的政绩冲动
周围

（上接第一版）

该县对社会各界的招商功臣都

给予阶梯式奖励，按照财务年度纳

税额分别给予 2%到 10%的重奖，对

引进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企业

或上市公司的引荐人，按照纳税额

分档奖励后，再一次性奖励 20 万

元，动员和汇聚各方力量打赢项目

会战。

从 2006年起，每年实施一轮招

商引资“百日竞赛”活动，重奖重用不

惜重金和职位，但是重处重罚也不谈

情面和条件。

为了保护客商的利益，该县出台

苛刻的政令改善投资环境。比如，“乡

镇和重点部门一年内没有独引或主

引‘三落实’3000 万元以上进开发区

项目的，实行一票否决，年底不能评

为一等奖，班子成员不得评优”。

另外，该县还规定，凡党政干部

接受客商的宴请，一律开除公职，凡

是开发区企业发生被偷被盗被抢案

件，公安部门 15 天之内不能破案的，

一律按原价预先赔偿；增值税留成部

分五免五减半、所得税留成部分六免

四减半，当月征收，下月按政策如数

返还。

“经济开发区以建设‘新兴轴承

之都’、‘中国凹土之都’为抓手，集聚

优势资源，打造特色板块。”8 月初的

一天，在盱眙县城一栋商务大楼上，

一位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记者如

此描绘工业园区的蓝图。

但与蓝图不同的是，虽然整个园

区设计整洁有序，但充斥着令人不安

的寂静。空旷的土地上，虽然被不同

的围墙圈成块状，但是修建的楼房不

多，杂草丛生。傍晚 6点，虽是下班高

峰，但是宽阔的大街上，行人寥寥。

前述企业家在带领《中国企业报》

记者参观园区时说：“如果你能帮忙引

进高新技术企业，政府会有大笔奖励。”

园区内 430 多家企业，总产值

380亿元。这是经济开发区 13年招商

引资的成果。但是按照官方既有数

字，到 2003年年底累计进区企业已达

321 个，投产企业实现税收 1100 万

元，用工 6000 余人。也就是说，多年

来，企业增长寥寥无几。

“企业的淘汰率不到 5%，比较正

常。”陈局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2004 年，该县一下子砍掉 19 个

乡镇工业园，把全县新投资项目集中

到一个工业园区，节约了大量用地。

其实，这仅仅是中国工业园区的

一个缩影，全国类似的荒凉的城市比

比皆是。据报道，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在 2009年 6 月 10日就宣布新能源产

业基地挂牌，但该产业基地事实上仍

未走完主管部门批准程序。贵州省黔

东南州成立 10年，凯里开发区仍然

是个空壳，开发区内企业寥寥可数。

目前凯里开发区只有不到三万

人口，企业也多为高耗能企业，不太

符合高新产业园区的定位。该地内部

人士笑言：“我们没什么可宣传的，也

许只能作为负面报道的典型。”

“由于缺乏大的产业氛围，企业

进驻后常常感到四顾无人，没有良好

的商业环境，企业很难生存。”一位接

近凯里开发区的人士告诉记者。

成立十多年仍然是空心开发区

的不止凯里开发区一家，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如意开发区内称得上规模的

企业只有塞北星啤酒，目前该啤酒生

产商已被燕京啤酒收入囊中；金桥开

发区有一家金桥发电厂作为标杆性

企业，其他企业则围绕着发电厂这棵

大树而生长；盛乐经济园区有蒙牛、

金川开发区有伊利集团。虽然发展 10

年周边产业环境正在不断成熟，但只

有一个标杆性企业终不能算是一个

合格的园区，只有一家企业的园区更

像是某个企业的园区，这与区县级行

政级别的园区定位相去甚远。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在盱

眙工业园区内，一家企业的土地，已

经变成了一个叫“水木清华”的大型

楼盘正在兴建，施工现场机器轰隆。

在 10米之外，多家企业的制造基

地和厂房已经完工，厂房外墙皮已经

破损，似乎许久未予修补，浙江商业

投资兴建的一栋办公楼则还是砖混

结构的半拉子工程。在一个叫“江苏

真谛工贸公司”的大院内，遍地堆满

回收来的垃圾。

一家厂区的看守工人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该公司三年前即在

此圈地，自建厂房对外出租，但承租

企业不多，大多都空置着。记者发现，

多家厂区内早没有生产迹象，平整的

土地种满了农作物。

“冷清”10年：工业园区内兴建楼盘

闲置土地回收难题

盱眙工业园内杂草丛生 本报记者 闵云霄 /摄

土地“圈而不用”
荒废工业园种满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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