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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

本报记者 江丞华

一个由公务员承包其分管工作内的企业经营活

动，一个县政府的办公室印发具有争议的红头文件，

一支联合执法队伍涉嫌被个别人利用，对付特定的市

场同行，对这些在被砸事件中“砸”出来的问题，只有

认识正确清醒、整改及时有力，才能取信于民。

弋阳双汇冷鲜肉批零中心被砸一事，看似普通的

“经营户之间的纠纷”，但由于上述种种的背后渊源，

变得极不普通。

我们常常会问，面对市场竞争，政府究竟应如何

作为？

我们认为，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环境，

就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就

是政府职能的本质体现，政府赢得的是不断增长的公

信。相比而言，企业要赢什么则较为直接，一个企业从

出现到成长，就是不断增强市场控制能力和盈利能

力，最终确立企业在市场的地位。但无论是外企进入

中国，还是中企走出国门，生存和壮大的前提都必须

以奉公守法为底线。

政府工作人员有其公务员法的约束，经营人员则

有国家各种法律对其的约束。

如果政府为经营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

境、政府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不按法律法规办事，同行

竞争仅仅依靠阻止经营、打砸破坏正常经营，这是任

何一个守法的经营者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容忍

的。

例如《中国企业报》报道的发生在江西省弋阳县

的定点屠宰场工作人员打砸双汇店的事件，正是源于

该县政府曾签署的一份备受争议的 2013 第 145 号文

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事实上，无论是相关法律规

定还是合同条款，都已十分明确政企双方各自的职责

所在，而之后弋阳县政府、县商业局工作人员违规经

商、定点屠宰场工作人员违法打砸竞争对手的一系列

操作行为显然破坏了这一事先设定的规则底线。

弋阳双汇冷鲜肉店被砸不是个偶然事件，实际上

反映了地缘经济和市场经济体系之间，传统生猪销售

业态和现代业态之间，地方中小养殖户、屠宰场和大

企业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共性问题，有可能将来

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会出现。

面对新的市场变化，政府部门有比出台限制政策

更多的事可做。

实际上，本地小商贩经营的肉摊在解决就业、满

足本地消费习惯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双汇的进入

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冲击，但政府应该相信市场的调节

作用。政府的职责应是规范市场秩序。无论是大企业

还是小商贩，都要从源头把关，确保其产品质量。

另外，物价部门也可以做好监测，既要避免本地

商贩随意涨价，也要防范大企业低价倾销破坏市场秩

序。同时，引导本地屠宰户提高卫生意识、产品质量，

经营土猪等特色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自身优

势。

我们总说理顺政企关系，可这层关系往哪里理

顺，具体的问题如何应对？

理顺政企关系，远远不只是企业的责任，理顺的

关系来自关系各方的互动、试探与努力，有很多细微

而复杂的问题，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明晰，大到企业家、

小到经营者更是知道各种问题的轻重、复杂性、紧迫

性。

假如叶金华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相关规定进行工

作，假如弋阳县政府没有出台第 145 号文件，假如定

点屠宰场的工作人员一开始就本着正当竞争的心情

看待双汇的进入，假如……

众多的假如，说明严守法规条约，严格依法办事

是改善政企关系的一剂良药。

因此，政府在今后的决策中，应更加公开透明和

公平公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下中国处在各种关系的深层调整期，社会发展

离不开意见的碰撞表达，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两面

性。一面是现在的政企关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理顺；

另一面是政企最终是要实现共赢。碰撞表达的最终目

的不是加剧摩擦，而是谋求双赢、多赢的空间。

面对市场竞争
政府究竟如何作为？

江丞华

双汇弋阳店被砸事件引发索赔纠纷
政府接受企业《行政赔偿申请书》，民事赔偿也在调解中

12月 20日凌晨 2点钟，入冬后
的弋阳气温几乎与北方相当。与其他

尚在睡眠中的店主相比，双汇弋阳批

零中心店主陈文云及其店员方有显

然没有那么舒服，因为他们已经开始

在夜幕中工作起来。而此时，据双汇

店被砸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快 3 个月
的时间。

几个小时过去后，天渐渐亮了起

来，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陆陆续续的

到来，“这些日子，生意越来越好，每

天的猪头都不够卖，看来我明天还得

向总部多定点货。”忙碌的陈文云心

情格外开朗。

然而，在弋阳双汇批零中心恢复

正常营业的背后，仍隐藏着让很多读

者关注的疑问。

参与打砸的三人现状如何？弋阳

县定点屠宰场承包者、弋阳县内贸办

主任科员叶金华现状如何？陈文云店

内被打砸损失的设备、货物的索赔情

况又如何?
为解决这些疑问，记者再次来到

弋阳，关注双汇弋阳批零中心“10·3”
打砸事件的最新进展。

据公开资料显示，弋阳双汇批零中

心打砸事件被曝光后，双汇方面经过与

弋阳县的多次沟通，弋阳县表示，按照

开明开放的思路，在依法依规的前提

下，欢迎和支持双汇进入弋阳市场有序

流通，同时将尽快依法稳妥处置此次纠

纷事件。

在业内看来，双汇弋阳店被砸一

事，无形之中推动了江西主管部门加强

对生猪屠宰的管理。

10月 21日，江西省商务厅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屠宰行业管理工

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级商

务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保障肉品

质量安全，促进生猪屠宰行业科学、健

康、有序发展。

文件还要求，江西省各级商务主管

部门要切实维护好肉品市场的经营秩

序，加强定点屠宰制度的监管，禁止搞

肉品流通地方保护，积极联合工商等部

门开展取消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的

行动，严格防范部分企业以低于成本的

市场价格等销售方式抢占市场，冲击其

他屠宰企业利益。

刘金涛认为，江西省商务厅的文件

是好的，但“双汇在江西多地受阻也不

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寄希望一个文件能

够立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实际。”

不过刘金涛表示，最近咨询及要求

加盟双汇的电话特别多，通过这件事

情，大家都看到了作为生产商，双汇对

经销商的支持态度。

而事实上，打砸事件的曝光不仅只

是推动了双汇集团的商机，陈文云的商

机似乎也在慢慢显现。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时，陈文云接到

了一个电话，透过他的回答，记者可以

猜测出这是一家超市想吸引陈文云经

销的双汇品牌进场，“现在还在商谈中，

最终结果还没定。”陈文云说。

陈文云告诉记者：“我们在 12 月
3 日已经向政府提交了《行政赔偿申
请书》，政府法制办的工作人员告诉

我们，会在 3个月之内作出回复。”
“他们说的 3个月内回复本身就

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双汇集团法

务中心律师唐全成认为，根据国家

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弋阳县政府

理应在 2 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
定。

据记者了解，陈文云向弋阳县政

府提交的文件分别为“行政赔偿申

请书”及“弋阳双汇冷鲜肉批零中心

10·3事件损失清单”，上述的行政赔

偿申请书中显示，陈文云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

定，特向弋阳县政府提出赔偿请求，

赔偿陈文云店内设备损失 16518元、
货物损失 12539.06 元、停业损失
12000元，共计 41057.06 元。

关于陈文云向弋阳县政府索赔

的问题，弋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韩

励向记者解释，民事赔偿政府正在

调解中。至于具体赔偿的数额、时间

目前确定不了，要看有关部门对双

汇店损失财物的清点，还得看双方

（双汇弋阳经销商陈文云、打砸人

员）的诉求何时达成一致。

“他的回答明显回避了我们行政

赔偿申请人的主要对象，我们的申

请书很明确，就是要求县政府对我

们的损失给予相应赔偿。事实上，这

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对县政府要求

赔偿了，在整个事件没有曝光之前

我们已经找过（县政府），但是没有

结果。因为如果不是政府草率下发

145号文件，对方根本没有借口去我
店里执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打砸

行为。”陈文云说。

“他们（弋阳县政府）之所以避

开赔偿对象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因

为不想涉及 145号文件的违规问题。

因为正是这份文件的出台，直接导

致了双汇弋阳批零中心被砸的后

果，按照法律规定，政府的行政行为

已经给商户造成损失的，商户有权

向政府进行依法索赔。”唐全成告诉

记者。

截至目前，弋阳县公安机关有关

双汇批零店打砸后损失明细的评估

仍未有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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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企业报》此前的报道中，

据知情人士透露，叶金华承包的屠宰

场存在很多管理上的问题，比如，

2012年 10月 1日起，国家免征猪肉
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但弋阳县屠宰

场直到 2013年 1月还在收取，多收的
税款到 10月下旬才退还；还有人士
称，屠宰场还存在做假冒领生猪无害

化处理补贴、瞒报屠宰生猪头数以逃

税等嫌疑。

对第一个问题，弋阳县内贸办最

终对外解释说，国税部门没有及时通

知，存在信息滞后问题，多收的税款

从国库退回也需要一段时间。

记者专门就此事致电上饶市国

税局咨询，该局一位工作人员回复记

者称：“如果国家下达了有关税收方

面的规定，市局会将相关文件第一时

间转发到管辖范围内县级城市的有

关部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信息滞

后的问题。”

在登记、查询了相关情况之后，

该名国税局工作人员告知记者，有关

弋阳县屠宰场多收生猪肉增值税的

问题，他不太清楚事件的具体情况，

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等他了解清楚

后回电。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该工作

人员仍未回复。

随后，记者通过电脑搜索“江西

生猪肉增值税”等关键字发现，在网

页上很容易找到相关的公开信息，例

如，2012 年 9 月 30 日，来自《广州日
报》的一则消息标题就是《肉蛋流通

环节增值税将免征 生猪批发市场将

减负》，其新闻内容明确显示，10月 1
日起，国家免征部分鲜活肉蛋流通环

节增值税。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肉产品

是指猪、牛、羊、鸡、鹅及其整块或者

分割的鲜肉、冷藏或者冷冻肉、内脏

等组织。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透露，

在明面上屠宰场是由一位姓刘的工

作人员在负责。但实际上叶金华仍是

幕后的管理人。

“据说，现在屠宰场的一切日常

事务还是由叶金华管理，比如报销单

的签字什么的。”知情人如是说，“这

位刘姓工作人员，仅仅是在叶金华违

规承包屠宰场事件被调查后暂时接

管屠宰场，屠宰场马上要进行新的公

开招标，这个人属于过渡。”

记者了解到，弋阳县定点屠宰场

已经于 2013 年 12月 24 日开始进入
公开招标报名程序，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4年 1月 14日。屠宰场承包费起
拍价格为 3年 57万元人民币。
“现在县里好多猪肉贩都在商量

这个事情，据传，参与打砸事件的生

猪产品经营户陈礼林也想承包屠宰

场。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是叶金华在

幕后，他虽然做了很多年的猪肉生

意，但因为他早些年赌博，输掉了很

多钱，手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去承

包。哪里来的钱，还不是叶金华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商户告诉记者。

双汇弋阳店遭到打砸后，弋阳县

有关部门在回复中明确表示，根据

2013 年 10 月 16 日弋阳县委专题会
议精神，弋阳县内贸办终止了叶金华

对县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承包经营权，

同时停止了叶金华的分管工作。县纪

委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目前，已对叶

金华的个人问题立案调查。

弋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励告

诉记者：“他现在心情很不好，不愿接

受记者采访，谁碰到这种事情都会不

高兴，可以理解。”

据韩励介绍，在此次打砸事件曝

光后，县纪委经过调查后，已经分别

给予了胡长剑免职、叶金华撤职的处

分。

然而，一位接近弋阳县商业局的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纪委的同志只

调查了叶金华、胡长剑是否参与了打

砸双汇店的事情，关于媒体曝光的屠

宰场做假冒领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

瞒报屠宰生猪头数以逃税等问题，目

前并没有调查。”

叶金华个人问题已立案调查，“幕后”仍未放弃屠宰场

屠宰厂管理问题众多，弋阳县已退当地猪肉贩增值税

双汇索赔工作无最新进展，公安机关对损失明细评估仍未开始

弋阳事件曝光促江西加强对生猪屠宰的管理，或推动双汇商机

恢复正常营业的双汇弋阳冷鲜肉批零中心

弋阳双汇冷鲜肉店被砸不是

个偶然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地缘
经济和市场经济体系之间，传统

生猪销售业态和现代业态之间，

地方中小养殖户、屠宰场和大企

业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共性
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全国其他地

方也会出现。

“

2013年 10月 3日，江西省弋阳县双汇冷鲜肉店遭到当地屠户打砸破坏。

2013年 10月 16日，双汇集团在北京就弋阳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

2013 年 10月 21日，江西省商务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屠宰行业

管理工作的通知》。

2013年 12月 3 日，双汇弋阳批零中心向政府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

2013年 12月 24日，弋阳县定点屠宰场开始进入公开招标报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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