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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斩断官商利益链条利于社会公平
丁是钉 张本

大气污染治理是个世界性的课题。

近日，在人民大学举办的“2013气候传

播国际会议”上，多个气候研究工作者

共同探讨，使大气治污新模式逐渐明朗

化。

大气污染治理的模式，最早出现在

2010年在北京举办的“后哥本哈根时

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

力研讨会”上。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

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提出了“政府主导、

媒体传播与社会组织推动”的观点。

郑保卫指出，我们研究气候变化

与气候传播就是要促进社会各个主体

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包括对治理模式

的探索，并最终体现在引导整个社会

投入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

在这次会议上，企业是大气治污的主

体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们要建立政府统领、企业主

体、媒体传播、民间组织推动、公众参

与的大气污染防运行机制。”中国企业

首席研究员李锦提出了“五位一体”的

大气污染防治新模式。

近年来，企业“一降一增”的效果

说明，企业已经将追求经济、社会以及

环境综合价值的最大化视为企业价值

的核心要素。淘汰落后钢铁产能 7200

万吨、焦炭产能 1.07 亿吨、水泥产能

3.7亿吨，极大地降低了能源消耗，减

少了污染物排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

也在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投资力度和发

展速度。例如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领域，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4亿兆

瓦。数据说明中国企业在国家发展低

碳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司长、中

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顾问苏伟认为，

我国企业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主导作

用已经得到了舆论界的广泛认可。近

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

计下降了 6.43%。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说，“社会

责任其中一条，就是要企业执行绿色发

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减少排放，减

少垃圾，这对企业来说并不容易。”

气候研究工作者认为，中国企业

对气候传播工作仍不能令人满意，突

出地表现在气候信息的注册、统计与

发布上。目前，中国企业在开展碳数据

的注册和信息公开等方面存在着很多

问题，碳注册单位很少，企业也不愿意

向第三方注册和披露信息。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是企业制定绿色发展战

略、提升能源效率以及减少碳排放的

基础。企业公布的数据应该满足统一

的标准且公开，并能得到第三方的核

实。企业应该按照政府的要求，报告能

耗情况、碳排放情况以及环境污染物

排放等数据。

与此同时，国外企业在气候传播

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没有政府

的强制性要求，巴西的企业大多自愿

性地采用注册系统；在美国加州，碳注

册组织也很早地就开展了自愿性减排

的注册工作，参加的企业会员也很广

泛。截止到目前，全球碳注册联盟已经

有 500多个会员组织。墨西哥的水泥

公司西麦斯及基地为易受气候变化影

响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住房等，这

些都值得中国企业参考。

政府应倾听企业诉求，被视为气候

传播的重要内容。国能新能源投资（北

京）公司总经理李樾表示，在治理大气污

染方面，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可替代。大气

污染防治传播，应该把企业的需求传递

到政府管理部门，致力于引导和推动节

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政府应当有意识

地培育和扶持节能环保市场，通过政策

上的支持、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引导企

业采用新技术和加大投资的手段。这样

可以把污染治理的工作迅速落实、扩大

规模并引导企业转型。把这个声音传递

上去，也极为重要。

大气治污：政府应倾听企业诉求

分配不公问题是当前中国最突

出的社会矛盾之一，也是制约中国

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难

题。然而，民众所强烈反对的并不是

由市场化分配带来的收入差异，而

是那些由权力和资本勾结所制造的

分配不公。

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和金螳螂

实际控制人朱兴良的“合作”，是地方

行政“一把手”和“首富”合谋制造分

配不公的典型。据媒体报道，在季建

业执政扬州期间，由季建业出面干

预，朱兴良所控制的苏州金螳螂建筑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几乎“垄断”了扬

州的酒店、医院和商品房等的装潢工

程。

“一把手”和“首富”共生关系的

形成，会让双方都更容易地获取超量

的“食物”，并由此产生“裂变式”的超

速成长。“一把手”带给“首富”的“食

物”是远低于市场成本的工程项目以

及由此形成超额利润；而“首富”带给

“一把手”的“食物”除了金钱之外，更

重要的是“政绩”以及由此带来的仕

途上的“金光大道”。

从实质上讲，“政绩贿赂”是一种

远比金钱贿赂和所谓性贿赂更隐蔽，

危害也更严重的一种权力寻租和交

易行为。当“一把手”的牟权欲望和

“首富”的牟利欲望一拍即合的时候，

“一把手”便会让“首富”变成为自己

创造政绩的代理人，利用手中的权

力，把更多的公共资源交给“首富”去

运作，制造当地的产业“奇迹”。而一

旦“首富”对企业规模的超速膨胀感

到恐惧和失控，幻想能够退出的时

候，就很有可能招致“一把手”的不

满，并带来灭顶之灾。在现实中，这样

的案例并不鲜见。

“一把手”和“首富”利益共同体

的产生，除了双方的利益动机外，地

方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过多以及对

“一把手”的权力失控是重要的原因。

由于资源分配的基础性不公平，造成

了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中结果不公

平呈几何倍数放大。“一把手”放政绩

“卫星”的冲动，经常会造成当地产业

和经济畸形发展。如果因产业发展方

向选择失误或产业发展速度失控导

致产业泡沫破裂，则会给地方经济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

以手中的权力去换取更大的业

绩和利益，再用业绩和利益去换取更

大的权利，这是“季建业”们的成功学

逻辑。在这个过程中，“首富”不过是

他们的“钱奴”或“政绩工具”。“首

富”在利用权力的同时，更是被权力

所利用。“首富”选择与权力合谋，实

际上是选择一条极为凶险的创富路

径：不仅是中央的反腐决心会让“一

把手”和“首富”们的利益共同体同

生同灭；而当“首富”创造财富神话

的能力不能够满足“一把手”对政绩

需求的时候，同样会被“一把手”逼

上绝路。

约束地方政府特别是“一把手”

掌控资源的能力，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终结“一把

手”和“首富”共生体的治本之策。在

这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过程中，企业

家们要看管好自己的心灵，不要因为

膨胀的“做大”梦想和财富欲望，而选

择与权力合谋，从而踏上一条万劫不

复的不归路。

汪敏达

阿里巴巴上市之困：创始人权益至上？

阿里巴巴上市至今尚未落定尘

埃，而其问题的核心，无疑在于阿里

巴巴坚持的公司治理机制与相关资

本市场坚持的公司治理原则、理念的

冲突。这种冲突折射出一个创业企业

迟早会遭遇的问题：创始人权益和投

资者权益，究竟谁是上帝？

创业企业之所以能存在，之所以

能发展壮大，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其

创始人团队的能力。如果没有创始人

团队的智慧、理念以及拼搏，根本就

没有那些划时代的“创造性破坏”，也

没有为实现开天辟地而必需的血泪。

为了激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赋予他

们足够的回报是必须的。而对于一手

打造一个帝国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在

企业上市之际，最心疼的并不一定是

金钱，而是实实在在的控制权。他们

不能容忍，那些两眼只看财报和股价

曲线图的投资家把自己的理想王国

弄得面目全非。

然而，肇源于西欧股份制的公司

治理理念，特别是以普通法为基本法

治精神的市场中的治理理念，仍然是

股东至上的原则。股权代表出资人的

权利，出资人天生依赖管理者，却又

天生不信任管理者，故而解决第一类

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几乎是治理的

全部。对于创业企业而言，白手起家

的创始人几乎全是管理者，往往都是

企业的小股东，而大股东是战略投资

者、风险投资家，此外还有大量中小

股东。他们需要回报，他们会质问：口

口声声打造基业长青的创始人，你们

的意图是真实的吗？即使是真诚的，

你们难道不会出错吗？公司难道不应

该是掏钱的人的吗？

这就是阿里巴巴的博弈：试图运

用所谓合伙人制度，对抗大股东和中

小股东应该享有的实际控制权———

主要是决策和任免权———在赢得融

资的同时不放松控制权。要知道，阿

里巴巴的合伙人完全不同于律师和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实际上就是

把董事提名的实权也就是控制公司

战略决策的实权委于创始人团队。这

里，创始人基于过去而要确保未来的

权益，又一次和投资者保护其投资利

益的权益相冲突。

理论上，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各

方权责利的平衡。公司治理，仍是为

了保障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

即不仅仅是管理层、创始人，也不仅

仅是投资者，甚至可能包括员工（特

别是像阿里巴巴这种员工也大量持

股的企业）、供应商、顾客和社会的利

益。在确定公司治理机制时，整个过

程体现为各方的博弈和妥协。公司治

理机制的确定是一种谈判和交易，只

要各方充分考虑了风险与得益，就机

制设计达成了一致，那么我们应该以

开放的心态，来拥抱各种机制创新。

目前的僵持，体现了代表投资者

利益的投资者和监管一方，与代表创

始人利益的阿里巴巴合伙人团队的

博弈。故而，如果阿里巴巴真正想要

在 2015 年之前上市，赢得融资以回

购雅虎所持股份的话，其创始人团队

应该选择妥协，目前的拖延似乎带有

策略性，长期看时间却不在阿里巴巴

一边，否则控制权损失会更大。

阿里巴巴应该理解其投资者的

担忧。毕竟，创始人也不一定是“永不

出错的教宗”，阿里巴巴就曾经在董

事局未批准的情况下，将支付宝系统

股权转让给马云控制的浙江阿里巴

巴电子商务公司。这种引起投资界严

重关切的资产转移行为已经昭示了

创始人拥有绝对控制权带来的巨大

风险。

另一方面，港交所也可以有更积

极的心态来参与阿里巴巴的公司治

理机制设计。或许，阿里巴巴可以联

合港交所设计一个相机治理的机制，

阿里巴巴团队可以在战略和日常管

理中赢得控制权，但握有多数股的股

东亦可以组成足够强的联盟，并拥有

对其某些行为的最终否决权。

如果阿里巴巴真的创新出了一

种机制，能够有效解决创始人权益和

投资者权益的冲突，那么，这将会是

堪比淘宝的另一个商业奇迹。

（作者系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专业

博士生）

赵玲玲

公积金告急，除了提取放量还和公积金池子被抽血挪作

他用有关。在地方政府的“算盘”里，一方面集体采取“拖延”策

略控制贷款流出，另一方面“公积金援建保障房建设”的脚步

却并没有停下来。（据 10月 17日《华夏时报》）

住建部、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监察部、审计署、银监

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

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试点城市在优先

保证缴存职工提取和个人住房贷款、留足备付准备金的前提

下，可将 50%以内的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用于发放保障性住房

建设贷款。

不可否认，利用公积金援建保障房是符合有关规定的，公

积金支持保障房试点也已经由首批的 29个城市扩围至目前

的 93个城市，并且公积金支持保障房的试点城市还将继续扩

围。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管理较松的中小城市，都在想

方设法增加公积金的援建额度。

而且，与这一说法可以相互印证的是，2013年，济南公积

金管理中心计划将发放 9.1 亿元贷款用于支持保障房建设，

可数据却显示，今年 1—8月份公积金结余金额仅为 9亿元。

济南市的公积金使用率达到了 92%，远远高于全国平均 65%左

右的使用率。

因此，难怪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的银行表示公积金业

务照常受理外，所咨询的多数城市均有银行表示暂停办理组

合贷款或者二手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甚至有部分城市的银行

表示由于额度受限已暂停办理所有相关公积金的放贷业务。

当然，近日有不少地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纷纷表示

其资金充裕，不存在“钱荒”的问题，并且普遍就客观存在的住

房公积金个贷难问题做了疑似“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这

是因为，目前公积金资金池的分散管理模式，此地彼地情况各

有不同。有关公积金嘈杂不一的传言之中，不乏公众的误解与

误读。然而，综合各方权威的信息，违反《关于利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之有关规定

的地方，肯定不在少数。

实事求是地讲，将公积金用于援建保障房，地方政府最终

可能会获得更大收益；而且，正像住建部一位官员所讲，“如果

公积金不能用于保障房建设，那地方政府还要专门划拨用于

保障房建设的资金，但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拿出

这笔钱”。 何况，在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 、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之尚方宝剑的护佑下，地方政府在动用公积金支持

保障房建设的问题上会更加有“底气”，甚至会生发出更多的

“霸气”。

但谁都无法否认的是，乱动住房公积金实是“玩火”。其不

仅是在“火烧”共和国的尊严，更是在“火烧”公积金缴存群体的

希望 ;而且，也是在“火烧”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四风问题等的决

心。同时，又是“火烧”中国房价的上涨激情。另外，还是在“火

烧”参与公积金援建保障房项目之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的神经。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要乱动住房公积金。即使依照

有关规定动用之，也该始终坚持利国利企，且不损害公积金缴

存群体合法利益的立场。 （作者系知名评论家）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在进行中，被网友戏称为

“炮灰集中营”的超热门职位也浮出水面，五六百号人争抢一

个职位的情况比比皆是。

一直以来，中国致力于打破铁饭碗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

“编制”仍受年轻人追捧，一方面，社会观念走回头路的迹象令

人忧虑；另一方面，当前利益分配机制仍有问题，人事制度改

革需要继续深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亟待纠偏。

替公务员降温，这需要进一步扩大就业渠道，让举步维艰

的收入分配改革尽快变成现实。从社会福利制度上，消除公务

员与其他工作岗位之间的差距。可惜，道理说了千遍，现实却

缓慢地挪动步子，太阳躲在乌云之后，阳光便不能照耀大地，

政策难以实行，只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或许当今之

中国需要一个稳固的群体，如是那样的话，笔者希望，不管大

家因何种目的参加国考，关键是要给大家公平竞争的一个平

台。 （江苏盐城 钱兆成）

中国指数研究院 10月 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全国 300 个城市共推出 11.8 亿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

长 8.9%，全国 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近 21107亿元，比

去年同期的 12435亿元，同比增加近 70%。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改革也不可

能在短时期内硬着陆，但这种依赖政府垄断资源获取超额溢

价的财政模式必须改革，因为如果不改革，在土地资源日益枯

竭的背景下，政府必然会寻求新的资源来实现超额溢价，比如

矿产资源、水资源等。

要破解地方政府疯狂卖地之忧，中国全社会都必须做好

一个阶段阵痛的准备，在逐步降低“保增长”目标的同时，政府

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直接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并通过配套的

财税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让地方政府在

稳定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下做好“守夜人”。（湖北武汉 郭文婧）

乱动住房公积金
是在“玩火”
罗竖一

为公务员热降温
当改革分配制度

地方政府疯狂卖地
应如何破解

约束地方政府特别是“一把手”掌控资源

的能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是终结“一把手”和“首富”共生体的治本之
策。

来论

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企业的主体地位

不可替代。大气污染防治传播，应该把企业的
需求传递到政府管理部门，致力于引导和推动

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

阿里巴巴上市至今尚未落定尘埃，而其

问题的核心，无疑在于阿里巴巴坚持的公司治
理机制与相关资本市场坚持的公司治理原则、

理念的冲突。

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