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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也比大企业家神气，不正常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 3月 26日
开始系列分论坛。原外经贸部
副部长龙永图表示，要真正解决
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要把法
律作为底线来确定一个基本框
架，必须要简政放权，不把政商
关系解决好，整个政治生态就不
公平、不平等。

在26日下午名为“政商关
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
湖”的分论坛上，龙永图说，各国
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肯定要建
立一种比较良好的关系，特别是
中国，政府手上有大量的资源，
因为土地属于国家，很多重要的
资源也属于国家，所以如果中国
的企业家不找政府，这些问题就
解决不了，这种制度决定了在中
国政商关系必须很好，这和其他
国家不一样。
龙永图说，在中国的政府官

员和企业家这一对矛盾中，政府
官员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因为
政府官员不但掌握资源分配权
也掌握了很多审批权。所以，企
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不真正建
立起一个法制关系的话，肯定是
一个不平等的关系。长期以来
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就
是不平等的。

龙永图表示说，但在中国最
小的官通常也比最大的企业家
神气，这是中国政商关系很不正
常的情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
的谈判，就包括了如何让政府逐
渐放权。
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时候，我们承诺中国搞市场经
济，最重要承诺两条：一是国民
待遇，中国必须对所有的企业一
律平等；二是透明的原则，让权
力在阳光下进行。这两条如果解
决了，我们政商关系就会比较正
常。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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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奖池年内首破12亿
大乐透奖池突破12亿大关！3月

25日，超级大乐透第15033期开奖一
等奖未中出，奖池成功蓄水3000万
元，增至12.26亿元，这也是大乐透奖
池2015年首次突破12亿元。

15033期大乐透的开奖号码为
前区“03、17、22、26、28”，后区
“03、07”。当期头奖虽然未能中出，

但二等奖成色不俗，全国共中出44
注，每注奖金14.51万元，其中有11
注进行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8.71万
元的追加奖金，追加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达到了23.22万元。

当期开奖带给彩民的最大利好
就是大乐透奖池再度冲破12亿元。
此前，大乐透奖池最近一次高于12

亿元要追溯到2014年年底，第14153
期开奖后，奖池为12.12亿元。随后，
大乐透掀起大奖风潮，一等奖频频
爆出，奖池也渐渐回落至9亿元以
下。春节过后，随着销量稳步增长，
奖池稳步提升，破9亿、升10亿、迈11
亿，如今终于再度攻破12亿关卡。

截至15033期，3月江苏彩民共

擒获大乐透头奖5注：3月7日，盐城
09306站点彩民拿下15025期1000
万元头奖；3月14日，南京彩民宋先
生在01851站点和01068站点分别
投注，揽下2注头奖，总奖金2048万
元，宋先生也因此成为新晋“彩神”；
3月21日，南京51100和镇江11825
站点又各有一位彩民中出15031期

的1000万元头奖。从以上的回顾中
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3月中江
苏彩民在每个周六开奖日都有大奖
入袋，明日将是大乐透本月最后一
个周六开奖日，江苏彩友能否在新
一期开奖中再有斩获，不妨一起期
待。

苏缇

最高法确认“购房户债权优先赔偿”

买到“烂尾楼”，购房者可优先于银行获赔

近年来，房地产开发中频现烂尾
楼。面对这些“烫手山芋”，一些地方政
府以市场经济和合同纠纷为由，将问题
交给法院处理，导致事情久拖不决，甚
至演变为更大矛盾。有的地方片面采取
“政府买单”方式，由党政机关“花钱买
平安”，留下不少“后遗症”，并产生不良
示范效应，导致“越买越不平安”。

“打破过去这种恶性循环，关键是
要真正做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
化解社会矛盾，并遵循立法精神，主动
寻找完善法律的‘治本之策’。”山东省
政府主要负责人认为。

周长鹏认为，很多烂尾楼处于城市
中心或繁华路段，完全可以通过盘活处
理，如果政府能够积极协调各方利益，相

关债权人会同意完善的债权处理方案。
周长鹏说，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

不动产登记，在签订完商品房买卖合同
后，购房者应及时到建委部门进行网
签，对自我权利进行预登记；对于可办
理房产证的商品房，早日拿到房产证是
保障自身权益的最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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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楼是购房者心中梦魇。
被称为济南“第一烂尾楼”的彩石
山庄，殃及 2000多名购房者，引
发长达 8年多的群体性上访维
权。日前，1700多名购房者拿到
逾 8亿元执行款，一些购房者拿
回购房款时喜极而泣。这起全国
涉及人数较多、标的额较大的“烂
尾楼”群体性事件成功处置，是经
济南法院坚持法治方式，形成“购
房户债权优先赔偿”意见，并经最
高人民法院答复认可才最终得以
打开“死结”。

这一购房者债权优先于银行
等其他债权人赔偿的处置方式，
开创了司法先河，为全国众多处
理“烂尾楼”债权关系提供了重要
参考启示。

彩石山庄在济南曾“赫赫有名”。
2006年6月，作为山东省属企业的三
联集团推出这个房地产项目，主要建设
高档景观洋房和双拼、联排别墅等。最
初对三联集团职工内部销售，随后扩大
到对外销售。

据了解，2146户购房者交纳总房
款近9亿元，每户40万元到上百万元
不等，其中1741户购买了“五证”不全
的水晶花园和白领公寓项目，405户购
买了手续齐全的绿松苑和尚华居项目。
按照合同规定，2008年10月交房。

当购房者还沉浸在等待入住新房
的喜悦中时，随后的事却让他们始料不
及。曾在家电销售等领域全国知名的三
联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走到了破产边
缘。2008年9月，项目全面停工。
购房者有人将原来唯一房产卖掉，

本想买房养老，但因迟迟未交房面临无
家可归的窘境；有想买婚房的年轻人，
结婚数年后仍住不上新房。

针对此事，山东省最终确定了“按
照法治思维，在法律框架内予以解决”
的工作思路。去年9月底，济南市中院

启动对彩石山庄项目的人民调解程序，
去年10月，涉案979亩土地的使用权
以及地上建筑物被顺利以16.296亿元
拍卖成交。

截至2014年底，济南法院共向与
三联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购房群众发
放执行款约 8.2亿元，1700多户购房
户息诉息访。

据了解，其余400余户购买手续
齐全的绿松苑和尚华居项目的购房户，
今年3月执行款也进入人民调解和司
法确认阶段。

彩石山庄一案揭开了全国“烂尾
楼”的冰山一角。多地频现的“烂尾楼”，
因其涉及人数众多、矛盾复杂，成为各
地头疼的“老大难”问题。
记者了解到，此事棘手根本症结在

于三联集团债务纠纷复杂，严重资不抵
债。彩石山庄979亩土地承载着共计35
亿多元的债权负担，涉及多家银行的查
封债权，以及建筑工程承包人、购房户、
失地农民、企业职工等多个利益主体。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延
杰说，自然人相对于其他机构和公司属
于弱势群体，从立法精神上应当给予优
先考虑。“但由于三联涉案土地等可供

执行的资产被层层抵押，我国并没有明
确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购房群众的
购房款及利息可以优先于抵押权人进
行受偿，这意味着司法解决的最终结果
可能是购房群众的利益无法得以实
现。”
经反复调研论证，济南中院形成了

购房人的购房款返还请求权优先的意
见，并通过山东省高院向最高法院报
告。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答复认
可购房户的基本债权应优先受偿的意
见，为以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扫清了法律
障碍。
“最高法院对彩石山庄问题的批复

相当于司法解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但并不是修改法律，不需经人大立法程
序。”全国律师协会建筑工程委员会委
员、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长鹏
说，这为我国解决同类问题树立了新的
法律适用范式，对全国其他地方以法治
方式处置烂尾楼问题具有非常强的指
导作用，开启了司法先河。
“相比于银行、建筑商等其他债权

人，用血汗钱买房子的购房者属于弱势
个体，最高法院批复购房户的基本债权
优先受偿体现了民生本位，体现了我国
法治进步。”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傅强说。

龙永图资料图片

处置“后遗症”政府当主动作为

法治“钥匙”打开烂尾楼盘“死结”

多逾 8亿元“烂尾”购房款终返还

政府垄断权力太多，逼民企行贿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于3月26日举行。在题为《政商
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
湖》的分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
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
席保育钧表示，政府垄断的权力
太多了，资源都在他的手里，也
不公开，不透明，所以逼得民营
企业不得不行贿，搞潜规则。
保育钧说，在原罪问题上我

历来是反对这种提法的。原罪就
是指民营企业第一桶金怎么来
的。民营企业第一桶金怎么来？
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1988年
以前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没合法，
1988年修改宪法之后民营企业
有了合法地位。在这之前是非法
的，所以叫做原罪，这是错误的
的。至于以后，出现了官商勾结
的事情，那是因为政府垄断的权

力太多了，资源都在他的手里，
也不公开，不透明，所以逼得民
营企业不得不行贿，搞潜规则，
人家为了争取一点地位不得已
而为，这是主流。
另外民营企业也有“很滑”

的，比如现在暴露出来有一些
人，他就是专门钻空子，看到政
府干部的弱点，不仅仅行贿，而
且用手段要挟你，这种人任何社
会都有，不是民营企业主流。

现在政商关系问题就是真
正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简政放
权、公开透明、权力清单，真正为
企业服务，企业也要守住自己的
底线。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应该
在公平竞争条件下靠创新取得
优胜地位，而不是靠哪一个权力
套近乎，违法手段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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