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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猪肉贩“追债”商业局长：
“退还我们的辛苦钱”

本报记者 江丞华

作为双汇集团的新闻发言人以

及副总经理的刘金涛，刚刚结束完记

者通报会的他恐怕没有想到，就在双

汇集团召开了进入江西市场后疑遭

受地方保护主义，而导致店面被砸、

店员自卫被刑拘的通报发布会之后，

会带动一个县的猪肉贩卖行业纷纷

加入“维权大军”的行列。

“在我们召开发布会之后，我们

这的同行（猪肉贩卖者）才知道，原来

国家在今年 1 月 1 日已经取消征收
猪肉要上缴的增值税，但是叶金华

（弋阳县商业局副局长）承包的屠宰

场一直还在收这笔钱。现在他们全都

拿着收据，天天找叶金华，要他退钱。

听说叶金华已经答应了要退他们钱

了。”双汇江西弋阳经销商陈文云告

诉记者说。

男人，重在器局。器局宏阔者，弃取之间潇潇洒

洒；器局窄小者，收放之际扭扭捏捏。自己也许还无意

识，旁人却早就把你暗暗判了高下，划了品级。

一个退伍军人，身残志坚，不想依赖国家的救助，

举债开始艰苦创业；

一位在职官员，“身兼数职”，利用手中国家赐予

本应服务人民的职权，埋头开始为人民币服务；

一个军人、一位官员，远无恩怨，近没情仇，却因为

“大大的一块猪肉”走在一条路上。

虽然俗语有云：“同行之间是冤家”。但笔者认为，

地方行政部门堂而皇之的到残疾人创办企业中强制

执法等行为，个中做法不敢苟同。原本应该是一个同

行之间竞争的行为，与其他人身伤害无关，最终却发

展为发生不明人员打砸事件，笔者有理由相信这跟当

地一小撮人的切身利益定有瓜葛。

实际上，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古老弥新的话题“地

方保护主义”。

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指的是地方政府或所属部

门，为了保护地方局部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违背国

家的法律法规，利用行政权力干涉市场，操纵市场，设

置市场障碍，破坏市场机制，限制非本地企业生产的

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参与公平竞争的行为。

从本质上看，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部门只顾

局部利益，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在管理活动中滥用

行政权力的表现。

正如文中所指，残疾退伍军人陈会云在弋阳县城

所办“双汇冷鲜肉批零中心”开业后，由于价格比当地

猪肉每斤便宜两块五左右，质优价廉，市场看好，用户

欢迎，连续三天营业额超过1.5万元，而当地最好的肉

铺，一天的销售额也不过三两千元。

由于双汇肉价较低质量较高，引发当地生猪屠

宰、销售企业和个人多次上门闹事，认为双汇猪肉价

格过低，冲击市场，要求弋阳双汇冷鲜肉批零中心提

高猪肉价格，甚至从开业以来，就遭受到不明人员阻

拦双汇送货冷藏车进入弋阳境内，禁止其卸货、运输，

对双汇送货车进行扣留，对店员方有明进行殴打、侮

辱。

这不但是一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而且存有黑恶

势力妄图垄断市场的嫌疑。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缺失了法治，市场经济就

大大走样。

的确，当建立起生猪收购和供应两方面的垄断

时，根据弋阳原有的生猪屠宰和供应政策，叶金华即

使没有采用强盗无赖式的暴力强迫手段，只要操纵价

格，他就可以享受超额的暴利了。

然而，为了更多的利润，他却要玩起了暴力威逼

的非法手段。

笔者发现，江西一省因为生猪资源丰富，一直是

各方肉类大鳄的角逐之地，但是大战轮流开场，却没

有一家所能站得住脚的，肉企频繁被挤出市场的报道

纷至沓来。

众所周知，竞争更能促进资源的整合，也更有利

于生猪从价格到质量上的整体改变，难道，我们政府

目标难道不是让百姓吃上安全质优价廉的生活必需

品吗？

而事实却是，地方政府往往因受到经济利益驱

动、官员考核制度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因素，不

由自主的投身于地方保护的大军之中，直接造成了地

方保护愈演愈烈的态势。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经

济发展的职责，需要财力支撑。在目前中央和地区财

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

一些不正当手段，保护本地企业、本地市场，达到保护

财源的目的。

其次，当前我国没有消除地方市场分割的财税体

制基础。中央和地方固定收入仍按隶属关系划分，如

中央企业所得税归中央，地方企业所得税归地方，因

此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保护地方企业的利益。

仅靠清理一些法律法规文件等还远远不够。在

2001年，国务院就颁发了“禁止地区封锁的规定”。但

近年封锁不但没打破，反而愈演愈烈。

当地政府称有关部门将依法处理此事，笔者拭目

以待。期望这次肉类打砸事件，彻底给江西弋阳有关

部门敲醒警钟，彻底让地方保护主义消失殆尽。打破

搞地方封锁或行业垄断，改变政府职能，发挥宏观调

控作用，增强服务意识，真正做到代表百姓利益，关心

百姓生活，这才是当前政府部门最应该做的事。

利益下的一块猪肉

江丞华

【双汇江西弋阳县批零店被砸调查续】 论道

双汇物流车的轮胎在弋阳被不法分子塞石头, 以达到

阻止双汇店正常销售、营业的目的

记者了解到，2013年 9月 25日，双
汇集团在弋阳县设立“弋阳县双汇冷鲜

肉批零中心”，并依法办理了工商营业

执照及税务登记证，依法销售双汇肉。

据刘金涛说，9月 26日，为抵制双
汇生猪产品进入，保护当地生猪屠宰场

的垄断利益，弋阳县政府被人利用，草

率下发《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县猪肉类产品市场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的【2013】145号文。
该文件出台后，当地商务局副局长

叶金华等执法人员对双汇进入该县的

物流车多次检验、多次阻拦运输卸货，

造成双汇整个上饶地区供货脱节，货物

损失数额巨大。10月 3日当地生猪屠

宰场人员陈大林、史建军等拿着 145号
文对双汇物流车进行“执法”，同时，进

行打砸。

通过双汇集团的调查结果显示，叶

金华为弋阳县商务局副局长，同时也是

弋阳县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承包人。

据弋阳当地知情人透露，叶金华与

弋阳县商业局签订合同，以每年 16万
元承包费承包生猪屠宰场，有效期从

2012年 8月底开始，合同有效期 10年。
“当时有人出 40 万、80 万甚至有人出

100 万，都想承包这个屠宰场，因为这
个屠宰场每年可以盈利 150多万，但是
胡长剑最后还是把屠宰场给叶金华承

包了，就因为这个事，商业局很多人对

他（叶金华）很有意见，认为他又是局领

导班子成员、又是承包人，太不好了。”

对此，双汇集团称：双汇冷鲜肉产

品进入弋阳县遭遇阻挠的原因是，叶金

华垄断当地生猪屠宰，双汇提供的冷鲜

肉要比当地屠宰场出售的猪肉便宜。

在发布会上，双汇集团向记者出示

了一份弋阳县政府保护当地屠宰场的

加盖“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章”的

【2013】145号文，该文件第二条明确要
求：“从严准入、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实行外埠冷鲜猪肉类产品市场准入制

度。

对此，双汇集团明确指出该文件

违反《反垄断法》第八条和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

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

力，排除、限制竞争。因为，反垄断法第

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禁止：采取专门针

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

进入本地市场。

在发布会上，刘金涛愤慨的表示，

江西省目前是双汇冷鲜肉在销售过程

中遭遇“地方保护”最大的省份。“在北

京、河北、山东等地，尽管竞争激烈，但

基本没有地方保护主义。”

据双汇公布的数据显示，双汇冷鲜

肉每年在江西省的损失达 50 万元左
右，被阻拦冷鲜肉车辆（车辆受阻至冷

鲜肉腐烂）的损失约 20万元。

陈文云所说的发布会指的是 10
月 16 日，双汇集团就双汇江西弋阳批
零中心被打砸一事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

整件事情的起因则要回溯到 2013
年 10 月 3 日凌晨 5 点左右，那时天还
没亮，但陈文云和店员方有明已经开

始紧张有序地干活了，据陈文云回忆

称，那时店里放生肉的冷柜前方已经

聚集了很多人。

“原来我们还以为和平常一样，都

是来买肉的，但事后才知道，有几个是

等着砸店的。”陈文云回忆说，“当时，

我正在修整排骨，突然陈大林（弋阳县

定点屠宰场工作人员）过来就要夺我

手里的猪肉，我下意识的没有松手，后

来，看见是他，我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让他不要这个样子，大家都是做生意

的，有话好说。当地人都知道我是伤残

军人，没人敢打我，后来他就松手了，

我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这

才刚刚开始，陈大林在门口先是打了

一个电话，挂掉电话没过多大一会儿，

陈大林和时献忠就把方有明拉出店外

开始殴打，后来他们还把我的店都给

砸了。”

记者了解到，此次双汇店被打砸

事件中的被打店员方有明，打砸事件

后就被弋阳当地警方刑事拘留，而参

与打砸双汇店的陈大林、时献忠及陈

大林女儿三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处理。直至 10 月 22日，弋阳县检察院
因证据不足没有批捕，方有明在被关

押了 20天之后终于被释放回家。
回忆方有明被打被抓的过程时，

陈文云显得有些激动，“方有明被拉出

去的时候正在干活，手里拿着刀子，刚

挨打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还手，一直到

他们用砖头砸他时，他才还手的，你

说，这能叫故意伤人吗？打人、砸店的

陈大林父女还有时献忠却什么事都没

有，没有拘留，还天天在那杀猪，这太

不公平了。现在方有明被刑拘了，再过

几天就要被起诉了，我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公开，希望得到公正的对待。”

2013 年 10 月 16 日，双汇集团就
此事在京召开了记者通报会，其经销

商决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称此事涉

嫌当地官员滥用职权，操控、垄断当地

猪肉市场。

刘金涛在发布会上公布了时、陈

父女三人分别两次打砸双汇江西弋阳

批零店的视频画面以及弋阳县政府下

发的保护当地生猪屠宰垄断利益的相

关文件。

记者看完该视频的内容后发现，

与上述文中陈文云所叙述的双汇店被

打砸的情形一致。

据陈文云透露，当时他之所以放

松警惕，完全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自从我们开张以来，他们（弋阳屠宰

场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过来捣乱，

不是堵我们的送货车，就是往货车轮

胎下放石头，反正就是不让我们卸货。

闹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营业时间过

去了，他们就走了，天天如此。”

原来，在陈文云开双汇批零店之

前，弋阳县当地仅有一家屠宰场，弋阳

所有的生猪均得在这个屠宰场宰杀，

因此，这个屠宰场在弋阳县具有了定

价权，垄断了整个县城的猪肉市场。

“双汇的产品比本地产品便宜，加上又

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消费者比较认

可。这也对当地的市场产生了很大的

冲击，影响了当地小型屠宰场的利

益。”

据陈文云介绍，双汇专卖店出售

的冷鲜肉 11 元 /斤，而当地屠宰场出
售的猪肉价格在 13—14 元 /斤，每斤
便宜 2.5元左右。

2013年 10月 22日，双汇被打员工
方有明在经过 20天的刑拘之后，终因
证据不足没有批捕而被释放回家。方有

明的不幸正在成为过去，而此次双汇批

零店被打砸事情的另一男主角———叶

金华的不幸似乎正在到来。

有弋阳当地知情者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叶金华已经被停

职了。除此之外，“发布会开完第三天，

我就听说我们这（弋阳县）所有卖肉的

都在找叶金华退钱，说是多收了他们的

增值税。”陈文云告诉记者。

据记者通过查阅公开资料后获悉，

为了进一步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成本，

保障群众的菜篮子，自 2013 年 1月 1
日起，江西省国税局对从事农产品批

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

产品免征增值税。

“但是，我们弋阳的屠宰场一直在

收这个费用，多收了他们（弋阳县猪肉

贩）整整 10个月的增值税。现在他们都
知道这一项费用早就不用交了，就都拿

着屠宰场开的收据找叶金华退钱。听说

他已经答应退了，但目前还没退。”

对此，记者昨日致电弋阳县相关政

府部门了解情况，但所有电话接听者均

以“有关负责人出差”、“不清楚此事”、

“晚间会有正式公告”等理由拒绝接受

采访。

据介绍，此次并非双汇集团进入江

西市场遭遇的第一次被阻挠事件。自

2010 年该集团进入江西市场至今，三
年多的时间里，遭遇数次不同程度的围

攻或产品被扣事件。

据陈文云介绍，他的双汇零售店，

开业前三天，每天营业额在 1.5 万元左

右，而当地零售商在更高单价的基础

上，每天销售额约在 2000—3000元。
当年，正是看中优质的生猪资源，

双汇集团在江西南昌投资 12 亿元建
立生产基地，2011年 12 月南昌双汇公
司正式投产，主要生产生鲜肉和火腿，

年屠宰能力 200 万头，该基地也是亚
洲最大的冷鲜肉生产基地。据双汇集

团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刘金涛介绍，

目前该生产基地每天屠宰生猪的数量

为 3500—4000 头，但其中只有一成在
江西省内销售，其他大部分供应宁沪

杭。

对于业务在江西受阻，双汇也在与

当地小型屠宰场的谈判中，提供了一些

解决方案，例如双方达成合作协议，这

些屠宰场未来放弃屠宰业务，变身为双

汇冷鲜肉的经销商。但这样的推广办

法，进展并不顺利。“可以在当地生产，

但他们希望不要在当地销售，把肉卖到

外面去。”刘金涛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陈文云来电告知

记者，弋阳县商业局长胡长剑曾委托一

位中间人找到陈文云“谈谈”，该中间人

表示，胡长剑想跟陈文云和解，“不要搞

的影响这么大，要是上面下来人调查就

不好了，如果可以和解的话，愿意赔偿

我（陈文云）的损失。”

但目前，弋阳县公安机关有关双汇

批零店的损失评估仍未有结果。“他们

（弋阳公安机关认可的物价部门）只肯

对我们的设备做损失评估，但是我们被

扔掉的货物（猪肉）他们不肯做损失评

估，现在这么多天过去了，猪肉都坏掉

了，要做也没有办法了。”陈文云告诉记

者说。

商业局副局长被弋阳猪肉贩“追债”

原因被指源于弋阳政商垄断

新店开张 9天数次被堵、砸

2013年 10月 3日双汇批零店赣 E70-001店被打砸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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