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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红利上缴比例 7年后升至 30%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中国新闻网 11月 15日消息，13年前，身为大型国企财务部主管的
姜伟，挪用公司公款 50余万，并携带 100余万元公款潜逃。今年 7月，北京大
兴检察机关从成都将姜伟抓获并押解回京。11月 14日，涉嫌挪用公款、贪污、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重婚等 4项罪名的姜伟在大兴法院出庭受审，姜伟当庭表
示认罪。

点评：经济型罪犯的头脑可能比普通人更加灵活，更能察觉到别人不易察

觉的漏洞并加以利用。但他们终究也是人，也难以逃过良知的拷问。据报道，本

案犯罪者在外逃的 13年时间里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被抓反而让他踏实了，不

用再提心吊胆。显然，与“伸手后”的获得相比，他失去了几乎是余下的人生。

国企高管外逃 13年受审四罪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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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委书记呼吁金融界救助温企

事件：中国新闻网 11月 16日消息，“在我们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
你们(金融界 )伸出一只手来援助。”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近日表示。他透露，金
融界承诺的 800亿贷款额度尚存 240余亿的缺口。陈一新同时称，“本身资金
就很紧张，贷款又不到位，到年底还要抽贷，温州企业怎么过日子？”

点评：温州经济要防患于未然，仅靠当地政府为企业讲话还不够。因为那

些已经习惯房地产、高利贷暴利的企业即便是安然过了年关，恐怕也不会考

虑进行转型自救。而真正需要这笔钱的优质企业，却又因为互保、联保与一些

亏损企业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一个靠政府、银行、企业三

方联动才能完成的挑战。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五粮液市值一年缩水超过 600亿元

事件：中国经济网 11 月 13 日消息，近日，五粮液公布三季报 ,该季报显
示五粮液三季度营收、净利润双降,分别下滑 40%和 52.36%。与去年三季度末
相比,五粮液市值缩水超 600亿元。在 2010年 11月 29日创出 41.48元/股的
历史高点之后, 五粮液整体处于震荡下跌的过程。

点评：受到政府“三公”消费等政策的影响 ,原本是销售高峰的中秋、国庆

两节也未能给高端白酒市场带来增长动力。当然，白酒业也曾经历了近 10

年的黄金期,当时大批酒企赚的盆满钵满。在如今白酒市场低迷、股价不断走

低的情况下,这些酒企开始从“比谁赚的多”到“谁能耗得起”,撑到最后的才是

赢家。

事件：11月 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决定》指出，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

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 30%。目前，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
利上缴比例是 10%，资源类央企上缴比例是 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
例在 5%。

点评：民众对于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要求由来已久，这是在中国经

济做大做强之后更合理地分蛋糕，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这也

有助于国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当然，国企根据所处行业的不同也有富有

贫，应进一步细化不同国企的上缴比例，该项改革举措才能更加合理和公平。

恒大称将投百亿跨界高端矿泉水业

事件：《华夏时报》11月 16日消息，近日，恒大集团召开发布会正式推出自
营品牌“恒大冰泉”，高调宣告将进军高端矿泉水行业。恒大矿泉水集团董事长

潘永卓透露，恒大首批将在白山市靖宇县和抚松县投产年产 40万吨与 80万吨
的两座水厂，三年内达到年产 1000万吨，恒大集团投资总额将达百亿元。

点评：恒大在夺得亚冠之际进军饮用水市场，算得上是一次绝佳的跨界

营销，但并不意味着其在矿泉水市场就能够获得突围。跨界如今成为企业界

的新时尚，但跨界者想在新行业中分一杯羹并不容易。恒大或许能靠足球打

响矿泉水的知名度，但要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最终看的还是市场占有率，这

些仅靠吆喝还不行。

日本明治乳业进军中国冷鲜奶市场

事件：《第一财经日报》11月 18日消息，刚刚宣布退出中国奶粉市场的日本
明治乳业，选择进入低温鲜奶以及酸奶市场的方式重回中国，这也成为首个大规

模进入中国冷鲜奶市场的外资乳业品牌。明治乳业方面表示，计划 12月开始全
面进入华东鲜奶、酸奶市场，相关鲜奶产品主要对标光明乳业的优倍鲜奶产品。

点评：此前，凭借拥有的大量稳定奶源，本土乳企一直在鲜奶市场占据几

乎 100%的市场份额。此次明治乳业首开外资品牌进入国内鲜奶市场的先例之

后，或意味着外资乳企将大规模进入中国鲜奶市场。不过，外资品牌短时间内

想大规模进入该市场仍有一定困难，首先能否找到优质奶源依旧是限制外资

进入的门槛。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潘石屹 26年从挑砖工做到地产总裁

事件：《楚天金报》11月 15日消息，26年前，李勇和潘石屹在深圳南头边
关相识，曾一起走深圳、闯海南，也一起挑过砖。如今，李勇仍然辗转各地打

工，而潘石屹早已成为 SOHO 中国董事长，2013年，他与妻子张欣的身家高达
36亿美元。李勇在评价这两段不同的人生轨迹时说：“我图安稳他能折腾。”

点评：多少人中才能出一个潘石屹，又有多少成为了“潘石倒”？这个问题

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创业是否就意味着折腾？恐怕不尽然。当然，如果没有敢

于折腾的精神，自然也不会敢于创业，但创业成功从来都不是一个仅靠折腾

就能达到的成就，有些人一辈子折腾不止，也只是留下“时也，命也”的声声嗟

叹。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魏家福辞任招商银行副董事长一职

事件：人民网 11月 17日消息，近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称，魏家福因已从
公司股东中远集团退休，现辞去招商银行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职务。今年 7月 1日，魏家福卸任中远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
截至今年 9月 30日，中远集团持有招商银行 6.42%股权，为招行第三大股东。

点评：日前，中远集团副总徐敏杰被有关部门调查，*ST远洋发布公告称

徐敏杰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同时有消息传出，中远集团前董事长魏家

福已被“限制离境”。虽然中远集团澄清称关于魏家福的消息没有事实依据，

但在目前较为敏感的时期，魏家福辞任招行副董事长一职将更加引起外界的

猜测。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广东地产商涉行贿市委书记被刑拘

事件：新华网消息，11月 14日晚，因涉嫌行贿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今
年 9月份刚以 84亿元身家跻身“2013胡润地产富豪榜”第 39 位的揭阳创鸿
集团创始人黄鸿明，被广东省检察院刑事拘留。今年 6月底，广东省检察院对
外披露陈弘平因涉嫌受贿罪被批捕，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点评：官商关系是一个老话题，但每每能读出新意味。商人对于官员手中

的权力来说是又爱又恨的，既担心行贿官员东窗事发，又因为权力能让自己

走成功捷径而无法自拔。这种矛盾的心理，像极了偷腥的猫儿———虽然担心

主人的打骂，但最终还是管不了自己的嘴，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在吐出来的同

时还要认罚。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铁总面临突击花钱月投资或超千亿

事件：新华网 11月 15日消息，根据全年的任务额测算，前 10月铁路总
公司完成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度的 65.04%，基建投资完成全年计划的
72.35%。照此推算，铁总必须在最后两个月完成超过 2000亿元的投资，平均
每月投资额将不少于 1153.66亿元才能保证完成任务。

点评：从以往经验看，铁路投资前低后高的特征明显，去年 12 月的投资

额度就飙升过千亿，顺利完成了当年的投资计划。而自今年三月份以来，原铁

道部的改组使得铁路部门在工作的衔接和延续上需要一个过渡期，前几个月

的货运改革也分散了比较多的力量。剩下的两个月时间里，铁路投资或将迎

来一个井喷期。

据报道，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 15 日召开的市委

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温州稳定看金融，金融业承担着重要艰

巨的任务，这是今年内温州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他说，“在我

们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你们 (金融界 )伸出一只手来援

助，不能见死不救。”

印象中这已经不是温州第一次求援，也不是第一次试图从

金融渠道来拯救温州经济了。两年前，针对温州出现的大量资金

链断裂、老板纷纷跑路的状况，浙江省政府曾经向人民银行申请

600亿元贷款专门用于困难企业融资，维护金融稳定。并且同时

温州市政府也拟出台一揽子救市措施防止中小企资金链断裂。

但这些大手笔成功救活了温州经济吗?没有。因为温州经

济之所以开始衰败，并不是因为贷不到钱，恰恰相反是过度融

资所致。

一直以来，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其民间

的融资能力功不可没，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其强大的乡里乡

亲的互相借钱做生意的能力和信任，在温籍商人发家的初期

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

但当温州商人逐渐做大，遍布世界之后，他们的融资手段

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依然主要依靠同乡们的互相帮助，温州

商会甚至是全国最团结和成员之间资金往来最频繁的商会。

但这种融资手段也为其埋下了资金链断裂的两大伏笔：其一，

其借贷资金并非资金源，出贷方的资金也往往是身后无数乡

亲累积起来的，因此其资金源本身就具有巨大的风险性。其

二，其初期借贷并无担保，甚至没有一定的授信程序。大家之

所以愿意把钱投到一人身上供其经营，完全依赖着乡土之情

和同乡的信任关系，如此也造成了温州民间信贷的风险性极

大。

而当地政府长期对民间信贷的放任和无监管才是导致民间

经济畸形发展的主因之一。正因为没有统一的管理和标准，在中

小企业长期融资难的现状之下，民间信贷的利息也才水涨船高，

从正常逐渐到不正常，以至于发展到正常投资根本无法收回的

地步。怎么办?只有炒作，从炒房，到炒油、炒煤、炒金……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想去动金融界的主意，希望通过融资

来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已经晚了。大量的资金扔在楼市

上，大量的民间债务关系错综复杂，再扔钱进去可能资金刚到

账就被闻讯而来的债主瓜分一空。换言之，现在的温州就是个

大坑，坑深难填。

笔者认为，温州有太多的泡沫，也有太多的错误，更有太

多的落后家族作坊式产业。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是或要破灭，

或要消失的。从为了将来经济的重新腾飞考虑，我们没有必要

在这些势必会消亡的产业上殚精竭虑，加速他们的淘汰，扶持

高新产业的增长才是正途。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仅靠金融界
救不了温州

一房四吃道出
房价高企真相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根据官方数据粗略估计，2012 年政府和银行从房

地产获得收入 47917亿元，占全年房地产业销售额 6.4 万亿

元的 75%，其中土地出让金占房屋销售额的 40%左右。许教授

表示，有的地方政府已准备进行“一房四吃”：一吃土地出让

金，二吃转让住房所得 20%的个税，三吃房产税，四吃遗产税。

（11月 12日《人民日报》）

尽管房地产税费畸高早已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土

地出让金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二财政”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但是，政府和银行所得占房地产销售额的 75%，这个数字还

是让人惊呆了！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房价高企时，无不将矛头指向房产商

和投机（投资）者，似乎他们就是房价高企的“罪魁祸首”，就是

导致普通百姓买不起房的“全民公敌”。诚然，房产商赚得盆满

钵满是事实，投机者扰乱房地产市场也是实情，但是，政府和

银行所得占房地产销售额的 75%、土地出让金占房屋销售额的

40%等数字表明，房价高企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房产商和投机者

那里，他们甚至不是房价高企的最大受益者。

从调控措施上看，拿房产商和投机（投资）者“开刀”并没

有错，问题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没有切中要害，致使房价调

控难见成效，甚至越调越高。近年来出台的房价调控措施数不

胜数，各种办法都用了，但唯独没有从削减房地产税费入手，

没有触动房地产市场最大受益者的利益。相反，增加房地产税

费居然被视为抑制房价的“法宝”，于是，二手房交易所得要交

20%的个税，而房产税扩围也被看做理所当然。

房屋也是一种商品，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政府向一

个商品多征税费，不管是在哪个环节多征，其结果必然会促使

该商品涨价，怎么可能反而抑制其涨价？二手房交易 20%的个

税，最终会转嫁给购房者，导致二手房价上涨；而房产税即使只

面向多套住房征收，最终还是会转嫁到租房者头上，导致房租上

涨，房租上涨又使得更多人加入购房大军，助推房价上涨……一

些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抑制房价，另一方面又想从房地产市场获

得更多收入，世上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

土地出让金已经让购房者埋了一次单，接下来，持有房屋

要交房产税，转让房屋要交所得税，把房子留给后代要交遗产

税……一些地方政府的算盘打得很如意，可问题是，老百姓真

的负担不起啊！“一房四吃”揭示了房价高企的真相，这个真相

并不复杂，它无疑为下一步的房价调控指明了方向。房价调控

该从哪里入手，不言自明。 （文章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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