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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县城镇化“跑偏”：
政府发文下达农民进城购房任务

金融·投资

一位在菏泽市某政府部门 工作

本报记者 张龙

中诚信托
30 亿元项目接盘者成谜

从曹县火 车站 出来，穿 过一 段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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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企转型五年：
投资非煤产业痛苦如
“熬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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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螺丝不生产”
5 年获利 2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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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洼洼的路段，马路 两边开 始不 断出

现房地产广告。2 月 12 日，当地人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山 东省曹 县县
城常住 人口 为 20 万 左右 ，新 老楼 盘
加起来大概在四五十个之间。

曹县公务员被摊派卖房 的新闻

政府文件：
确保每年 4 万人进城
房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也有媒体
直接点出
“C 县”
即曹县。2 月 7 日，
曹

县有关部门马上辟谣，
否认摊派。另一
家媒体的报道则证实
“C 县”
就是曹县。

地产 的 高 速 发 展 在 此 刻 改 变 着 这 座
“千年古县”。

姻发行热线：010-远愿苑园员057

调查

阜新十余家工厂
遭政府强拆
事前未被告知，
事后未予补偿。租赁
协议未经司法程序被宣告无效，企业提
起行政诉讼，
法院未予受理。

“县里从来没有过要求公务员卖房这
样的政策，通过排查各个乡镇，我分
析有存在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但现在
没人敢承认，也没听说因为完不成任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我花费几百万元购置的洗煤以及淘粒土设备，现在就变成
这样一堆废品。”当何宇领着记者来到一片废弃的厂房空地上，

盘，这几天，来这里看房的人并不少。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早在去年 7

月份，就有网友在当地的网站上发表

看到自己的生产设备已经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时显得很激动。
何宇是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梁镇双山堡村煤矿 （下

但这里的售楼人员对于公务员摊派卖
房一事均表示不知道，其他几个楼盘

文章称：
“鼓励农民进城是我国加快
城镇化进程采取的重大举措，可是这

称“双山堡村煤矿”
）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当天发生的强拆事件

的销售人员对此事也不愿意多谈。

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通过分派

个话题。

多县城共有的面貌。城镇化进程和房

曹县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姻广告热线：010-远愿701052

务而处罚谁的事情。”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有媒体
在报道中提到了名为
“水岸城邦”的楼

老城区和以开发区为主、高楼 林立 的
新城区交织在一起，这 几乎是 中国 众

友是公务员，春节期间没听他说到公
务员卖房的事。”

近日，
山东
“C 县”
公务员被摊派卖

在网络上屡被热炒，但 当地百 姓对 此
事并不愿多谈，甚至有些 刻意 回避 这
在这样一 个县 城里，低 矮破 旧的

的人士告诉记者：
“ 我有一个曹县朋

网址：epaper.zqcn.com.cn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曹县，
摊派卖房的情况主要在乡镇，并不在
县一级。

上班人员任务的方式来进行，既达不
到农民进城的目的，也严重影响了乡
镇工作的有序开展。（下转第三版）

让他至今难以释怀。
实际上，同在阜新市太平区高德东山矸石山区域，连同何

宇的洗煤场在内的 17 家厂子在没有达成 任何补 偿协 议的 情
况下被强拆。强拆事件已经引起辽宁省主要领导的重视，要求
相关部门妥善处理。

企业未被告知突遭强拆
中企
读图

位于阜新市太平区的高德东山矸石山，山顶上其实是一
块很开阔的平地，何宇的洗煤场还有其他被强拆的企业大部
分都建在这里。不过，
记者看到，
除了几堆成山的煤矸石外，
几
乎看不出这里还曾有不少工厂的痕迹。“这里的所有厂房、设

产业·公司

备被强拆后清理了。”

据何宇回忆，2013 年 5 月 9 日清晨，厂里突然来了有武

钢铁
“表面扭亏”
难挡
“彻骨寒冷”

警、交警、特警、综合执法等标志的车，还有征收办、公证处等

P09

多晶硅企业
申请全面阻击恶意倾销
烂片的奇幻商业之旅

工作人员，当时就把他和父亲连拉带拽地弄到一辆面包车里
拉到山下，
煤厂其他工人则被控制在几个房间里，不准出去。
随后，
他们使用钩机、铲车将煤场建筑物和构筑物夷为平
地，所有的生产设备工具、办公用品，甚至员工的私人物品都

P09

被拉走了，
“一些物品至今下落不明，连保险金柜都被砸开了
一个，柜内空空如也”。 何宇说。
“拆迁持续到下午 4 点以后。煤场机械设备大部分成了废

P09

高通被指垄断
受害公司集体沉默

铁，初步估计强拆造成的损失达 1000 多万元。”
何宇说，
“拆迁

方事先未作任何通知且未出示任何相关手续和证件”
。

从当事人提供的视频资料和照片看，强拆当天至少有 5

P10

互联网电视
多重收入模式面临考验
转基因重大专项获支持
80%种子企业或将出局

辆标明“特警”的车辆到达现场，还有标有“公安”、
“综合执法”
字样的车辆及消防车、警车、120 急救车，现场还有一些穿制
服的人员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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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三版）

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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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电力企业
配套资金缺口难弥合

中央财政今年安排百亿元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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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消失？彩电业的狼来了！
P12

大气治污
创造细分产业新机会

中国企业评论
整治会所歪风
核心是反贪腐而不是反消费
宁高宁的
“猫虎论”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继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

P13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再次提出，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2014
年安排 100 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

P14

2014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会议要求在抓

中国残疾人就业报道
王利博制图

云南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能力
P15

紧完善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三项措施：一是加快调
整能源结构；二是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三是落实各方责任。

紫竹评论

有分析人士指出，大气污染防治的产业链涉及除尘、脱硫

脱硝、催化剂、bot 特 许经营 、环境 监测等 ，涉 及上 述业务 的公

司将会受益。中商情报网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杰认为，大

中国经济马车如何悠着跑

气污染治理将催生和带动多个高达百亿元的细分产业，更大
市场前景来自于环保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
对 于造 成大气 污染 的原因 ，矛 头更多 的指 向燃煤 。Lux

蔡恩泽

随着 2013 年中国 主要 经济 数据

G01-G04

浮出水面，人们原先紧 绷的 神经 有所
松弛。虽说一些 数据不 尽如 人意 ，但

美元。相比之 下，美 国企业 的债 务规

计全年 GDP 增速为 7.5%；另一方面，十

模约为 12.9 万亿美元，但美国的经济

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 《中共中央关于

总量接近中国的两 倍，中国 企业 的负
债问题不可小觑。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 的决 定》
涉及 300 多项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

Research 中国区总监历俊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中国，以燃煤为主的发电对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史丹表
示，我国烟尘排放量的 70%、二氧化硫 排放 量的 90%、氮氧 化
物排放量的 67%都来自于燃煤。

而 2013 年全 国土地 出让 收入达

革元年，改革红利多多，势必惠及经济

总体而言，经济缓慢回 落仍 在合 理区

4.1 万亿元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创下

领域方方面面；此外，明年世界经济仍

中国企业报法人微博

间。诚如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国新办新

了新的历史纪录。这说明房地产还在充

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但也存在不稳

副部长翟青介绍说，国家在“十二五”期 间确 定了 四项主 要污

weibo.com/zgqybnews

闻发布会上所总结的，2013 年经济运

当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角色，
留下隐患。
回顾是为了展望。2014 年中国经

定不确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
明朗，大国货币政策、贸 易投 资格 局、

中国企业报法人微信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当然，有一 些数据 还是 令人 平添

济一方面要受到 2013 年 经济 运行惯

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方向都存在不确

染物的减排任务，包括二氧化硫、化学需 氧量 、氨氮 以及氮 氧
化物。目前，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三年来均削减了 7%

zgqybnews

一丝担忧。截至 2013 年年底，中国公

性的影响，经济大幅 回暖的 可能 性不

定性。

司的债务 规模已 经达 到约 12.1 万亿

大，仍会在缓 慢增 长区间 内运 行，预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武峰律师

（下转第三版）

在 2 月 11 日国家环境保护部新闻发布会上，环境保护部

以上，这三项指标任务完成情况和时间进度基本上是匹配的。
但是 氮 氧 化 物三 年 下 来 大 体上 仅 削 减 了 20%左右 ，对 2014
年、2015 年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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