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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难一直困扰着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发展。日前，《中国

企业报》记者接到举报，青岛市城阳区一桩持续十年之久的土

地纠纷案再次被牵出。原本由当地政府招商引资预投资建设

服装厂的地块落到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身上。“现在企业无

法继续投资建设，就这么耗着，眼看开发商开始动工了，之前

的投资就要打水漂了。”世展纺织品公司董事长公维峰向记者

哭诉。

政府变脸

据公维峰介绍，世展纺织品公司旗下的宝锋（香港）有限

公司于 2003年 11月 24日与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工业区管
委会达成投资建设服装厂意向，在管委会副主任魏玉雪的见

证下，宝锋公司与院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项目落户协议书》，

协议征用院后村 27亩（18000平方米）土地用于工厂建设，并
约定分两次向院后村民委员会预付土地款共 40万元。

项目落户协议签订不久，新《土地法》实施，地方政府项目

用地政策趋紧，工业区管委会通知世展公司在取得土地证之

前不能开工建设。为了尽早合法拥有该地块的使用权，2004
年 1月，世展公司开始依照法律程序补办用地手续。

2004年 2月 9日，城阳区国土局对世展公司实施了违法
案件处罚，并要求补交土地各项费用。公维峰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提供的罚款单据显示，公司补缴土地管理费、有偿使用

费、造地费等共计 80余万元。这些处罚事实记者均从城阳区
国土局得到印证。

经一系列申请、批复，2006年 12月 30日，山东省政府作
出《关于青岛市城阳区 2006年第二十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
批复》（鲁政土字[2006]1793号），同意将包括世展公司申报在
内的土地转为建设用地。

“但在最后一步即补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发工业用地土地

证时，国土局工作人员发现，该地块已经是一家名为银盛泰房

地产公司的预留用地，因此停止了办证。”公维峰告诉记者。

预留地争议

上述公维峰提到“预留地”的问题，究竟是否存在预留？预

留给了谁？

城阳区国土局一位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对

世展纺织品（青岛）有限公司拟用土地，我分局依据《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管理办法》于 2007年出具了预审意见，但未供地，不
存在预留地的问题。”

经调查了解，在 2008年之后，该宗地块相邻的土地陆续
被青岛银盛泰德郡房地产有限公司征用并开发了德郡地产项

目。该地块后来经历了怎样的规划调整，为什么在 2007年对
世展公司厂房工程项目，做出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

情况下最终花落银盛泰？

近期，记者驱车前往这块引发了十年纠纷的地块。在王沙

路与铁骑山路的交叉地段，记者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施

工。公路两边插满了密集的打有“银盛泰·德郡”、“莱茵墅”的

广告牌。沿路驱车向东行驶，路边出现了大面积的、不同风格

的豪华别墅区。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就是银盛泰开发的一

期和二期别墅”。

公维峰回忆说，2010年，院后村委会工作人员告知世展
公司，该地要用作地产开发，补偿办法是原来所有缴纳的款项

全部原数额退还，另外每亩土地补偿 2万元，这个方案被世展
公司拒绝。

2012年春天，公维峰和他的员工发现，有施工人员在未
经过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公然开挖掘机进入该地块，清除了地

块所有的树木等地面附属物，并且开始挖土向外运输。世展公

司随即报警，惜福镇派出所出警做了记录，但未能制止施工。

2013年 4月，银盛泰公司派人在该地块上盖起了活动板房。

别墅合法性存疑

院后社区副书记李敦雷在接受采访时说：“去年下半年，

政府提出该地块要安排民生设施建设，目前该地块被区政府

收回了，重新开发的企业叫银盛泰。开发的项目是住宅，哪里

批的不清楚。”

今年 9月初，《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采访时，拨打了广
告牌上“莱茵墅”的销售热线，售楼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该项目是占地 1000亩的别墅区，环境特别好，开发商是银
盛泰。在该项目售楼处，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五期都有别

墅，定金交十万元”。

从 2003年开始，国务院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已经多次下
文，要求停止一切别墅类建设用地的供应。银盛泰的在建别墅

项目是否合法？又是以什么名义规划和立项的？记者采访了城

阳区规划局和国土局。

在给记者的书面回复中，城阳区国土局并没有说明银盛

泰是否拥有该地块的土地使用证等手续。

在对城阳区规划局进行采访时，记者提出要查看银盛泰

关于该地块住宅项目的立项规划等相关规划资料，规划局办

公室一位负责人以规划局档案室马上下班为由拒绝了记者的

要求。通过查找坐标，规划局董主任向记者介绍，目前该项目

已经办理了规划方案、单体（建筑）方案、工程规划许可证。

次日，世展公司工作人员以出示身份证件的公民身份要

求查阅上述多项规划资料，均被拒绝。

对于该地块是否要建别墅区，董主任告诉记者：“连看都

不用看，是住宅。”在记者的追问下，董主任表示是“居住区”。

并称，银盛泰是以“德郡”为名义办的项目手续，是合法项目。

但记者在售楼处拿到的项目单页上看到，售楼处宣传的别墅

项目正是叫“银盛泰·德郡”。

记者多次联系银盛泰公司，电话均无人接听。

农业合作社难“合作”
基层经济组织陷利益博弈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特约记者 李蒙

辽宁丹东大鹿岛兴海渔业合作社

曾是全国股民最多、产值最高的农业

合作社之一，也是一个格外引人关注

的失败样本。

按规定，合作社虽然对内不以营

利为目的，但对外通过经营活动取得

过亿元的收益，于是各方的纠葛让合

作社饱受拖累，成立才三年就遭“被解

散”风波，村主任和原理事长等人相继

被抓。尴尬的是，工商部门在不予变更

的前提下，部分股民自发选举新的理

事成员继续维持经营。

年收益上亿元

“大鹿岛兴海渔业专业合作社”由

当地渔民协会演变而来。1987年，大鹿
岛村委会开始创办公司，10年后组建
丹东大鹿岛海兴集团，涉及养殖、贸

易、酿酒等领域，远销亚洲多个国家。

2009年社会总产值4.2亿元，村里收入
过亿元，村主任王成远成为辽宁省人

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至此，村民分为两极。在村办企业

上班的人收入稳定，剩下的近400户渔
民，靠浅海作业勉强维持生计。2004
年，村民刘述春牵头成立了渔民协会，

组建7人“班子”，与村委会签订《浅海
承包经营协议》，279户渔民每户投资
3000元入股，在几百亩滩涂上养殖赤
贝和黄蚬(学名“飞蛤”)，村里抽25%管
理费。

2006年春，每户分红达万元；到
2007年，1.2万亩的黄蚬滩加上2.4万亩
的沙蚬滩，收益接近三亿元。接下来的

几年，又有119户渔民加入协会。
其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

作为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享有接

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等权益，善于学

习的刘述春对此认真研读后，决定酝

酿改革。

2008年3月，协会变更为“大鹿岛
兴海渔业专业合作社”。6月，成员扩大
到360名，一举成为全国股民最多、资
产最雄厚、产值最高的农业合作社，被

誉为全国优秀典型，理事长刘述春也

获得不少荣誉。

2009年前，刘述春与村支书、主任
王成远私交很好。2010年春的新一届
村官选举，打破了原来的格局，两人关

系急转而下。

3月“海选”时，有一定威望的刘述
春选票超过王成远，但4月中旬正式选
举时，刘述春被击败，王成远再次当

选。

5月初，东港市纪委、监察局接到
举报开始调查兴海渔业合作社的“小

金库”问题，6月，刘述春被开除党籍，8
月被抓，合作社会计于钦国等5位股民
也被刑事调查。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由

两部分组成，一是提留公积金，二是扣

除公积金之后的可分配盈余，但是不

懂财务的村民并不注意资金的流向。

调查称，刘述春等7人共挪用合作
社公款300多万元，账外私分奖金及个
人买保险120多万元，未上账借款200
多万元等，涉案资金近900多万元。

庭审中，王成远、村委会计于悦安

的证词成为关键证据。于悦安在村委

会当过20多年会计，也在渔民协会和
合作社当过多年会计，和刘家有亲戚

关系，却突然翻脸。

2012年夏天，刘述青被判刑5年半。
但其间王成远也不断遭到举报，10月份，
因为被举报涉嫌职务侵占和受贿，王成

远被警方刑拘，至今未发布新消息。

其实，围绕滩涂的生产和收益问

题，合作社与村委会冲突不断。2011年
6月，村委会委员张宗义带人将人打成
轻伤。两个月后，张宗义在取保候审期

间，居然当选上了村长，由此引发质

疑。

“被解散”风波

2010年5月25日，在东港市纪委、
工商局等部门的参与下，兴海合作社

召开特别会议。据多位村民回忆，孤

山镇党委副书记雒萍说，要解散原来

的班子，将几千万元的资金分给股

民，但是合作社必须改回原来的渔民

协会。

另一个说法是，会前185名成员
联名要求解散合作社，并对投票表决

申请公证。5月25日，有250名成员同
意解散。27日，298名成员开会，组成
清算组，对合作社资产进行清算。

全国人大代表、兴海渔业合作社

原法律顾问迟夙生认为，根据《合作

社法》和《农民合作社登记管理条

例》，合作社的解散会议应由合作社

成员发起并召开，5月25日的会议却
由孤山镇党委来发起并主持，是违法

的。会议没有形成解散决议，更没有

提交工商局，解散程序实际上没有启

动。对合作社会议进行公证的做法，

于法无据。

“当时合作社还有3000万元左
右，大家估算了一下，每户可以分到

10多万元，所以大多同意解散。”一位
股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但是到了年底，村委会宣布，合

作社黄蚬滩归村集体所有，2010年已
生产出的8000万元产值不再分配，经
东港市审计局和孤山镇管理站评估，

资产总值为1600万元，包括从刘述春
等人处追回的690多万元。

一位股民告诉记者，对于以上说

法，股民们认为资产“缩水”了，于是

不同意。2011年3月1日，为平息大鹿
岛的不安定因素，东港市政法委书记

于洋亲自到场，市工商局、信访局、孤

山镇等单位派人参加合作社会议，分

配从刘述春等人处追回的690万元，
最后作出决定：黄蚬滩由孤山镇派人

主管生产，合作社和村委会出同样多

的人监管，生产收益归孤山镇管理，

沙蚬滩由合作社另行推选生产小组

组织生产、经营和管理。

利益分割糊涂账

这次，在黄蚬滩的收益分配上合

作社作出了重大让步，本该全体股民

分配的收益，被扩大到全岛村民。渔民

们反映，事后实际由村委会组织黄蚬

滩的生产，收益上交孤山镇，全鹿岛村

民进行过一次分配，每人分得12500
元。但有股民认为，收益被大大隐瞒

了。

按法律规定，提取公积金后的可

分配盈余分配比例不低于60%，按惠
顾额将可分配盈余返还社员，现有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将税后盈余

全部分完、比较注重满足社员当前利

益的倾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韩洁等人提出，农民专业合作

社不同的利润分配机制对农民的权益

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股份合作制一定意
义上有失公平，按照社员惠顾额进行

的利益分配,是确保每个社员在合作社
中权益的手段之一。他建议:应坚持以
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盈余为主;限定
会员的出资额度和按出资额返还的比

率。

由于清算组有悖于《合作社法》，

2011年夏天，200多位股民联名上书东
港市工商局，提出撤销之前解散决议

等要求。

6月5日，为避开冲突，合作社成员
离开大鹿岛在丹东市一家酒店再度开

会，通过表决实现了前述申请意图，重

新选举了理事会、监事会成员。

会前，合作社曾向东港工商局等

单位发出邀请，但均没派员参会。会

后，在向工商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时，

被予受理。理由是：兴海合作社是在成

员大会决议解散且进入清算程序后提

出变更申请的，这种情况《合作社法》

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无法对是否受理

登记作出决定。合作社提起行政复议，

被驳回，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也被

驳回。

《中国企业报》记者拨通张宗义电

话，对方声称“合作社已经解散了”就

挂掉电话。目前，大鹿岛兴海渔业专业

合作社身份尴尬：虽然工商局变更尚未

成功，但也未注销。“300多股民退走股
金后，还有60多户继续生产经营，去年
投了700多万，今年可以收益4000万左
右。”一位股民如此告诉记者。

农业合作社

新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全称为农

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

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

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

助性经济组织。目前，全国农业合作

社超过 68.9万家。

【名词解释】

本报记者 李金玲

（上接第一版）

企业回避成本话题

在采访白酒成本这一话题时，大

部分白酒生产企业、经销商均以“采集

样本不足以说明行业成本”等理由婉拒

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要求。

“白酒行业成本不便公开的原因有

多方面，但一般来讲，不便说的肯定不

是微利行业。这些年白酒产业一直维持

粗放式赢利的模式，之所以粗放式也能

赢利，应该是利润高造成的。”一位市场

营销人士对记者分析说。

不过，记者也得到了一些从业人员提

供的数据。据透露，因白酒品种不同，

其成本构成也不同。比较普遍的算法

是：原料成本占 5.2%，生产加工成本
占 6.3%，渠道成本占 39.4%、利润占
49.1%。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酒厂生产负

责人则不认同这组数据，在肯定酒水

成本都差不多的同时，他告诉记者，营

销的成本根据产品结构发生变化：中

低档产品包装材料成本占比大，远不

是几个点那么少，中高档产品营销推

广费用更高，占比 50%都不止。此外还

要区分市场，竞争层面和强度不同的

市场，同样的产品利润并不相同。

吴先生以酱香型白酒典范为例给

记者计算了成本：生产工艺中发酵期

为 6个月以上，多次发酵，多次取酒，
储存 3年以上，方可上市销售才能达
到品质要求。一瓶成品酒成本价包括

原酒酒水价格约 30.00元/500ml，金卡
包装外盒（外箱的成本折算在内）2.50
元/套，乳玻材质酒瓶 1.50元/只，酒瓶
盖 0.35元/个，标贴 0.10元/只，防伪标
0.10元/只，无纺布手提袋 1.20元/只，
人工及杂费 0.35 元/瓶。成本价为
35.50元，以市场零售价格 920.00元/
瓶计算，成本仅占销售价格的 3.9%。

而浓香型白酒，生产原材料多了

糯米，发酵期为 3个月，双轮发酵，二
次取酒，储存 1年以上，方可上市销售
才能达到品质要求。一瓶成品酒成本

价为原酒酒水价格约 25.00元/500ml，
外盒（外箱的成本折算在内）12.00元/
只，精白料玻璃酒瓶 3.60元/只，酒瓶
盖 0.55元/个，标贴 0.15元/只，防伪标
0.15元/只，无纺布手提袋 1.20元/只，
人工及杂费 0.35元/瓶。成本价约为
42.10元，以市场零售价格 860.00元/
瓶计算，成本是销售价格的 4.9%。

但截至记者发稿，以上数据尚未

得到白酒生产、销售企业的确认。

市场倒逼渠道变革

日前，因业绩再次陷入亏损而备

受关注的五粮液经销商银基集团正式

战略投资中酒网，银基集团占中酒网

30%的股份。
银基集团执行董事及财务总监王

晋东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透露，银基集团已经调整战略，中低端

白酒将占整体销售的 70%—80%。“在
白酒行业分销模式下，市场（低迷）传

导到生产企业是滞后的。首先，终端环

节会销量下滑，然后是经销商（亏损）。

我们一定是比厂家先亏损，现在再看

今年的半年报，各厂家的情况也不那

么乐观了。”

与此同时，娃哈哈投资百亿元进

军白酒业的传闻日前得到证实：娃哈

哈集团与贵州省仁怀市政府签订了白

酒战略投资协议，投资额为 150亿元。
仁怀市将建设占地 2000亩的娃哈哈
产业园，建设基酒基地、酒库和灌装车

间；而娃哈哈也将引进国外生产线，提

高灌装自动化程度。

尽管宗庆后表示此投资是在“抄

底”，但业内人士认为，白酒产业链中

的利润空间仍然巨大才是真实原因。

也有人认为，娃哈哈此举明显醉翁之

意不在酒，进军白酒业只是表象，其实

质是进军白酒产业，而看重的是其后

面园区地产所带来的利润。

对此，筑成世方（北京）管理咨询

公司总裁祁世芳对于娃哈哈此举表示

了部分认同：“娃哈哈进军白酒产业属

于相关多元化，白酒属于饮料的相关

产品，两类产品生产工艺、渠道、销售

网络都有关联度，而娃哈哈的资金实

力可以更好地实现白酒的工艺控制、

品牌宣传。”

祁世方向记者透露，娃哈哈集团

将在产业园区投资 50亿元，未来将会
扩大到 150亿元乃至更多，仁怀与娃
哈哈除了在酒业的合作外，还将开展

航空机场、空港区建设、城市综合体、

生态产业园等方面的合作。

但是祁世方并不看好娃哈哈建白

酒产业园，从长远看，白酒产业消耗粮

食多，酒厂所带来的污染也不小，建太

多酒厂并不符合国家产能调整方向。

如果只是建一些新牌子的小酒厂，不

是名优特酒，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青岛城阳：
服装厂让路别墅建设？

辽宁大鹿岛合作社的生死两难

合作社虽然对内不以

营利为目的，但对外通过

经营活动取得过亿元的

收益，由此引发的各方纠

葛让合作社饱受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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