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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9 月

13日遭到袭击，左手两根手指肌腱受

伤，这无疑给今年的中秋圆月涂上了

一层阴影。据后来警方公布的信息

说，嫌犯杨某是想让宗庆后给他安排

一份工作，遭拒后便行凶。

对于此事件，宗庆后本人事后说

是“意外”和“小事”，已经正常上班。

警方也说这只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

件，嫌犯已经抓获，只待进入司法程

序了。然而，回想到此前不断有各种

版本的“知情者”报料，不仅吵得沸沸

扬扬，甚至为了刨根问底大有把娃哈

哈翻个“底朝天”之势，这一事件就更

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这一事件之所以有如此多

的关注，与媒体的报道标题中的“首

富遇袭”有关。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中，“富人”这个词总是另有意味

的甚至是歹毒的代名词，就像一部歌

剧里唱的“富人只会吃白米 ,手脚几曾

沾过泥”一样，富人尚且如此，更何况

是“首富”了！一些媒体竟然吝啬的舍

不得给宗庆后用“企业家”这样的中

性称谓,这也给大众以想象的空间。于

是，有人像狗仔一样刨根问底，媒体

也是纷纷猜测，只怕案件不“复杂”，

弄得当事人即使浑身是嘴恐怕也说

不清楚了。

其次，此事最初是被香港媒体披

露出来的。其中原因除了是内地的媒

体太“迟钝”了以及警方起初也是三

缄其口外，主要是当事人觉得是“小

事一桩”，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总

之，在香港媒体报道后，再经过内地

媒体以及各种小道消息的渲染，一个

简单的事情就这么被复杂化了。宗庆

后既然是受害者，为什么没有大张旗

鼓地喊冤？无非是连他自己也忌惮自

己的“首富”身份，他也清楚地明白，

此事件一旦和民众的仇富心态结合

起来，“首富”遇袭无论事出何因都将

会被人天马行空地解读。

再次，求人帮助者是带着刀去

的，求助不成遂作案。这是一种什么

心态？难道是“你们富人为富不仁，你

们挣的都是黑钱，现在我作为穷人来

要，你要是给了也便罢了，你要是不

给我当然可以抢了，甚至可以动刀”

的心态？他或许以为，宗庆后给他安

排个工作能有何难。可是，有能力者

就一定有义务对上门索要者来者不

拒吗？来索取者谁又真正关心过宗庆

后本人？此刻，就连他经营的企业也

正面对着种种难题。

以上种种，都是此事件值得我们

进行深刻思考的。而联想到此事件之

前企业家所遇到的种种“偶然事件”，

就更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了。比如前山

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办公

室遇刺；浙江祖豹毛皮辅料市场董事

长周祖豹家门口遇刺；四川明达集团

董事长葛君明办公室被炸死；内蒙古

祺泰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全民被

绑架杀害；河北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

经理陈国君被员工群殴而死……以

及强者如柳传志、王石般的大腕企业

家们也只能无奈地说一句“是祸躲不

过”，要求企业家们在商言商……

这些事件和言论似乎与宗庆后

遇袭事件无关，但仔细琢磨，其中滋

味恐怕真的没有那么简单。需要注意

的是，宗庆后事件貌似是一个简单的

刑事案件，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严

重的社会问题。现代人崇尚法制本身

是没错的，但却往往容易忽略问题的

本质———人性，譬如“上访妈妈”唐慧

案件、冀中星首都机场爆炸案件。类

似这些事件仅仅作为刑事案件处理，

往往会忽略掉很多问题。它只是“简

单”地控制了事件本身，却掩盖了事

件的根源———社会的不平等以及阶

层的固化，这才是宗庆后遇袭事件背

后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

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企业家阶层

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从

目前情形看，谁又能再从一个货郎起

而发展成为某个行业的领头羊？谁又

能从开小煤窑练土焦开始发展成为

一个钢铁大王？谁又能像宗庆后那样

40 多岁的时候还在一个中学校办工

厂当经理，后来竟发展成首富？

我们应该注意到，普通人生存与发

展的空间正在被类似房地产等虚拟经

济体所蚕食。如果人人都能够通过努力

而自力更生，甚至是成为企业家，到那

时就还会再有人去袭击企业家吗？

任斯理

宗庆后遇袭为什么没有喊冤

《福布斯》9月 17日公布了 2013

美国富豪榜单，57岁的微软创始人比

尔·盖茨以 720 亿美元的净资产连续

第 20年蝉联美国首富桂冠，并重新超

越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成

2013年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的财富神话，不仅让人

联想到从他手中接过微软 CEO权杖已

有 13年之久的史蒂夫·鲍尔默。日前，

鲍尔默作出了在未来一年内正式退休

的决定。与盖茨在哈佛大学相识后，鲍

尔默一直就不离不弃地追随在巨人的

身边。他也赢得了盖茨的充分信任，进

入微软的核心管理层，并最终在 2000

年掌管当时如日中天的微软。

守住了微软的庞大基业并使这一

软件巨人的躯体变得更为壮阔是鲍尔

默最为可圈可点的业绩。从 2000年至

今，微软连续推出了 Win ME、Win2000、

Win XP、win7、win8、server2012 等多个

桌面和服务器操作系统，不仅牢牢控

制了在企业市场和桌面办公领域的王

者地位，而且使微软如同一头吸金巨

兽实现营收与利润连年增长。资料显

示，在鲍尔默领导下，微软销售额从

253亿美元递增到 743亿美元，营业利

润从 117亿美元增至 267亿美元，并

积累了高达 630亿美元的现金。

在微软，盖茨被视为企业的大脑，

而鲍尔默被看成是公司的嘴巴，意思

是鲍尔默有着特别优秀的销售能力。

然而，改写收入数字的销售天才并不

一定是产品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杰出

的管理者也并不一定是成功的战略领

导者。对于鲍尔默，苹果公司创始人乔

布斯在逝世前抛了这么一句话：“只要

鲍尔默还在掌舵，微软就不会有什么

起色”。

的确，诸如 Win XP、Xbox360、Xbox

Live以及 Office等都为微软创造了巨

大的利润，但相比于这些传统产品而

言，鲍尔默手中的微软所错过的大好

机遇或者经历的一次又一次失败更令

人心痛———无论是在搜索领域，还是

在社交领域，微软在互联网浪潮中几

乎鲜有建树。

错失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市场

可以说是鲍尔默平生再也无法弥补的

最大遗憾。与苹果、谷歌、亚马逊等 IT

新锐在移动市场疯狂抢占先机完全不

同，微软似乎只有亦步亦趋之力，毫无

创新进取之功。苹果公司 iPod热闹登

场后，微软紧急推出音乐播放器 Zune；

苹果推出 iOS，微软急忙跟进 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和 Windows Azure 云

计算平台；谷歌通过免费开放 Android

系统争夺智能手机市场，微软又仓促

开发 WP平台进行竞争；苹果推出 iPad

和谷歌推出 Android，微软跟着推出

Surface平板电脑予以应对。

邯郸学步的结果只有一个：鲍尔默

时代的微软只能捡拾别人的残羹冷

炙。资料显示，Zune在音乐播放器市场

上所占份额从来都未能超过个位数，

最终微软只能自暴自弃；在智能手机

领域，微软 WP平台只是刚刚超过黑

莓，以 5%的份额成为惨淡的第三大移

动平台；至于 Windows Phone的命运，

虽然勉强争取到了销售前三的位置，

但市场份额也只有个位数；而在平板

电脑市场上，2013年第二季度全球平

板电脑出货报告显示，Surface 仅有

4.5%的市场占有率。

败于移动领域的同时，鲍尔默试

图通过在传统桌面系统领域的深耕以

求得回天之术，于是微软在最近几年

中接连推出了 Win Vista、Win7 和 Win8

操作系统。但是，微软不能改写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对 PC市场的分割势力。

据微软日前公布的 2013 财年第四季

财报显示，Windows系统的营收同比萎

缩 6%，至于游离于市场中的几款微软

新品，除了 Win7得到了部分用户的青

睐之外，Win Vista所占份额不到 1/20，

Win8则有胎死腹中之危。

难能可贵的是，被反复击痛的鲍

尔默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上个

月，鲍尔默正式启动了微软历史上规

模最为庞大的重组计划，据悉，该计

划将微软原有的 8 个业务部门简化

为 4 个部门，而最终目的是带领微

软从软件服务厂商到“设备与服务”

公司的转型。然而，公司的转型是否

会危及微软与 PC 厂商的长期合作

关系，并进而将这些长期合作伙伴

推向谷歌 Android 阵营，这又成为了

鲍尔默甩给继任者的一个重大市场

变数。

张锐

鲍尔默给微软留下了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宗庆后事件貌似是一个

简单的刑事案件，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严重
的社会问题。

今年上半年开始，温州不断发

生“断供”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

势，最近一段时间，温州法院公开

拍卖的房产很多是“断供房”。引起

社会各界的关注、议论，众说纷纭，

许多人担忧由此引发局部性金融

危机。

所谓“断供房”，是指购房者向

银行按揭贷款，连续 3 个月或一年

内累计有 6 个月没有还款，银行视

其为“断供”，发出催款通知后贷款

人仍不还款，银行向法院提起诉

讼，这类房子称之为“断供房”。

“断供房”被拍卖，意味着贷款

人失去了已购的房子，已付的购房

款和已还的贷款都白白泡汤，真是

亏大了。贷款购房者为何选择违约

“断供”呢？

首先，从房产价值分析，由于

楼市暴涨暴跌，一些高档高价位的

楼盘如今房价腰折，一套房子的市

场价格已经抵不上银行的贷款，购

房者又无力继续还贷，于是选择了

断供。

进一步分析，造成楼市暴涨暴

跌、房价腰斩，“炒”是一大原因。温

州属二线城市，但房价之高一直比

肩一线城市，甚至超过了许多一线

城市，这与温州人钟情于投资房产

有关。以温州标志性豪宅鹿城广场

为例。2008 年 8 月 1 日开盘平均价

为 4 万元一平方米；后来不断炒

作，挂牌价一度高达 12 万元一平

方米，足见其泡沫成分之多，价格

严重偏离了现时的实际价值。

可以肯定地说，敢于从银行按

揭贷款，高价购买高档楼盘的，绝

大多数是工商企业主或从事房地

产投资者。而他们的经营活动，资

金来源，许多依靠民间借贷，温州

民间借贷债务危机风险爆发后，导

致资金链断裂，银行的按揭贷款就

无法继续偿还了，所以“断供”现象

也与民间借贷风波密不可分。

温州“断供”现象密集发生，有

人担心会引发局部性的金融危机。

实际上，温州此次“断供”现象基本

都发生于几个高价位的高档楼盘，

其他一般楼盘大多数房贷还是正

常的，应该可以控制。温州“断供”

问题会不会引发局部性金融危机

的不同认识，谁对谁错，一时很难

得出定论。需要指出的是，“断供”

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直线上升，流

动性资金紧张，这是危险的信号，

不能视而不见，任其蔓延。

如何控制与防止“断供”现象

蔓延扩散呢？有人认为温州“断供”

是因楼市暴跌，房价腰折，按揭购

买的房子成了负资产所造成的，希

望政府采取拯救措施。其实“断供”

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不是房价暴

跌，而是暴涨。原本 4 万元一平方

米的开盘价，被炒作暴涨到 10 多

万元一平方米，这有多大的诱惑？

于是人们纷纷贷款，高价竞购，也

带动普通楼盘价格上涨，房产泡沫

迅速发酵。

国家实施严厉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就是为了挤出房地产的泡沫

成分。从 10 万元一平方米跌回到

4万元一平方米，靠银行按揭贷款

在高价位购买的房子，升值无望，

虚胖的资产价值立即缩水，暴跌是

暴涨的结果。有些媒体宣传只讲温

州楼市暴跌，房价腰折，而忽略了

暴涨这一前因。那些高档楼盘如果

不被爆炒，其价格涨幅控制在合理

水平，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严重的

“断供”问题，即使出现一些“断

供”，银行也不会受到多少损失。所

以，控制、防止“断供”问题蔓延扩

散的措施，不应在制止房价下跌上

做文章，而是要在保持房价相对稳

定尤其是在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上

下功夫。

现在值得重视的问题，不应是

温州房价下跌，而是许多一、二线

城市的房价仍在不断上涨。据媒体

报道，9月 4 日，北京产生全国单价

地王，楼面价拍出 7.3万元一平方

米。9 月 5 日，上海、杭州、苏州三地

也再次上演地王争夺战。有人测算

认为，地王价格房价要在目前价格

基础上涨 50%才能有盈利，这样的

涨幅与百姓收入增加严重不匹配，

存在极大的风险。

有专家提出，房地产业应该完

全市场化，让泡沫“自生自灭”。我

认为这是很不可取的。房地产泡沫

是房地产的一大恶瘤，应当尽早手

术摘除，如果任其生长扩散，恶果

不堪设想。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

破灭，就使日本的金融业和经济增

长受到了重创。

从这一意义认识，温州楼市的

深度调整，挤出泡沫成分未必不是

一件好事，温州楼市的阵痛为中国

房地产业敲响了警钟，对中国经济

发展和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温

州新推出的楼盘，售价大都是在每

平方米 2 万元上下，有的还更低一

些，楼市出现趋暖，房地产开始步

入健康发展轨道，这是新一轮房地

产调控的积极成果。

（作者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会长）

“断供房”现象既是危险信号，也是积极成果
周德文

漫评

9月 15 日，在杭州出差的陈静突然接到长沙打来的电

话，称她家中的女儿和婆婆出了车祸。但是，当陈静赶到机场

时，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从杭州直飞长沙的班机。绝望无助之

际，机场叫回了已经准备起飞的班机，重新搭上了陈静，让她

能第一时间赶回长沙。（9月 22日《钱江晚报》）

飞机为乘客折返明显只是个案，其他乘客也不能期望此

后也可以要求飞机为自己折返或者返航，我们也不需要机场和

航空公司动辄折返。因为类似的折返行为，在保证某个个人利益

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其他乘客的利益。但是我们很希望

看到，各大机场和航空公司，能够从飞机折返事件中看到以人为

本的服务理念，改变一贯傲慢的服务态度，发扬以人为本的服务

意识，在相关服务上能做得更加人性化。 （乌鲁木齐 刘鹏）

近日，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

意见》提出，作为金融养老、以房养老的方式之一，我国将试点

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由此，“以房养老”再次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以房养老也称作反向抵押贷款，是指拥有住房的老年人

将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

人的年龄、房屋现值等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将其房屋的价值分

摊到预期寿命年限中去，按年或月支付现金一直延续到借款

人去世。

一些人认为，应该将国外的成熟模式引进中国，这样既能

缓解养老金缺口，又给百姓一条理财渠道，还能拓展金融机构

的经营产品和经营效益来源。实际上，在我国实行以房养老并

不怎么现实，这与中国的传统幸福观念相悖。

“以房养老”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房。且不说有多少无房者

无法享受这种待遇，仅对这些有房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也许

并不是年老时的经济能力，更多还是子女能不能尽孝。即使有

再多的钱，如果仅仅依靠雇工照顾或者进养老院，他们就真的

能幸福吗？

中国式养老还是应该回归到以政府的财政、雇主的责任

以及子女的义务上来，否则，异化的养老方式只会让中国人离

幸福越来越远。

微评

飞机为个人折返体现服务人性化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来自全国政协及国务院政策研究

室的两个高规格调研组频频造访鄂尔多斯，调研的主题无一

例外地围绕鄂尔多斯当前的楼市困局展开。（9月 23 日《中国

证券报》）

房地产型“鬼城”是因地方政府逐利而成，也必须以此为

突破口，而且要做好较长阵痛期的准备。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

市化，而非人造的城市化，但人的城市化源于人性，人造的城

市化源于权力。所以，要避免新的灾难不断产生，就必须有新

的机制强迫政府走出“土地经济”的政治、经济逐利，真正将广

泛的公众意见吸纳到理性决策系统之中，返利于民，回归“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衷。否则，复活众多的“鬼城”，终将成为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湖北 郭文婧）

鄂尔多斯究竟该如何破解困局

王利博制图

“以房养老”与中国式幸福相悖

晋珀

在微软，盖茨被视为企业的大脑，而鲍尔默

被看成是公司的嘴巴，意思是鲍尔默有着特别

优秀的销售能力。然而，改写收入数字的销售天

才并不一定是产品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杰出的

管理者也并不一定是成功的战略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