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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坝”缓行 难减公众质疑
◆导报记者 梁士兴 济南报道

按工信部要求，7 月 1 日起我国
境内生产和销售的计算机出厂时应
预装“绿坝 - 花季护航”软件。 不
过，就在此前一天（6 月 30 日），工
信部做出“可推迟安装”的表态。 但
“绿坝” 的缓行并没有平息公众的
质疑。 自 6 月上旬工信部要求预装
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以来，由预装“绿
坝” 引起的外界关注和质疑一浪高

过一浪。
色情、 不良信息如何界定？ 4000

多万元是怎么花的？ 采购程序是否合
法？ 除了这些质疑以外，法学专家、律
师对工信部要求预装“绿坝”软件合
法性的质疑声最为强烈。近日，山东经
济学院法学院教授、 行政法学专家何
翠凤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 工信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行政许
可法，于法无据，而且破坏了市场的公
平竞争秩序。

合法性受到质疑

6月 11 日， 香港树仁大学教授
魏永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周泽以公民身份向国务院递交建
议书，认为工信部《关于计算机预
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违反
相关法律， 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建议国务院撤销这一文件。 同日，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方平

则向工信部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
和听证申请。

由学者、律师推动的对“绿坝”的
质疑一波又一波。 6月 14日下午，各
界学者、专家和知名人士 20余人参加
的“绿坝”法律与技术研讨会在公盟
法律研究中心举行。研讨会上，对“绿
坝” 软件的看法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涉嫌违法、不够科学合理、呼吁信息公
开与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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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坝”缓行 难减公众质疑
◆导报记者 梁士兴 济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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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装“绿坝 - 花季护航”软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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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部做出“可推迟安装”的表态。 但
“绿坝” 的缓行并没有平息公众的
质疑。 自 6 月上旬工信部要求预装
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以来，由预装“绿
坝” 引起的外界关注和质疑一浪高

过一浪。
色情、 不良信息如何界定？ 4000

多万元是怎么花的？ 采购程序是否合
法？ 除了这些质疑以外，法学专家、律
师对工信部要求预装“绿坝”软件合
法性的质疑声最为强烈。近日，山东经
济学院法学院教授、 行政法学专家何
翠凤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 工信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行政许
可法，于法无据，而且破坏了市场的公
平竞争秩序。

合法性受到质疑

6月 11 日， 香港树仁大学教授
魏永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周泽以公民身份向国务院递交建
议书，认为工信部《关于计算机预
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违反
相关法律， 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建议国务院撤销这一文件。 同日，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方平

则向工信部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
和听证申请。

由学者、律师推动的对“绿坝”的
质疑一波又一波。 6月 14日下午，各
界学者、专家和知名人士 20余人参加
的“绿坝”法律与技术研讨会在公盟
法律研究中心举行。研讨会上，对“绿
坝” 软件的看法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涉嫌违法、不够科学合理、呼吁信息公
开与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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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的目标市场是济南及济南以西的地
区。 这部分地区外贸型企业较少，保税物流因此“出师不利”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乃静日前呼吁，山东应借
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多部门联合帮助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保税物流
在济“吃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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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应对金融危机措施取得

实际成效 2日下午，为期 3天的首届全
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开幕。 中国国务院副
总理李克强在做主旨发言时指出， 国际
金融危机暴发后， 各国政府共同采取措
施，取得了实际成效。

●我国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试点 由央行、 财政部等 6部门共同制定
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日前正式对外公布，旨在促进贸易便利化，
保障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规范试点企业
和商业银行的行为，防范相关业务风险。

●70家中央单位将接受“小金库”治理

重点检查 全国“小金库”治理正逐步转入
重点检查阶段，70家中央单位将接受“小金
库”治理重点检查。 纳入重点检查范围的中
央单位占全部中央单位的 50％左右。

●山西一年追缴煤焦领域腐败资金
83 亿元 自去年 7月起的一年内，山西
清缴该缴未缴、应收未收的煤炭基金、资
源价款、 偷逃欠税等资金 83亿多元，立
案查处案件 600件，涉案的 20名官员受
到严肃查处。

●上海世博会专用越江隧道东线即
将启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专用越江
隧道———西藏南路越江隧道的东线将于
7月启用。该隧道位于卢浦大桥和南浦大
桥之间，全长 2.67公里，江中段隧道长约
1.17公里，隧道直径 11.36米。

●济南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济南市气象台 2日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预计 3日济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
到 37摄氏度，提醒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也航将向空难遇难者提供赔偿金
也门航空公司董事长高迪当地时间 1日宣
布，将向每位也航空客 A310客机空难事故
遇难者的家庭提供 2万欧元的赔偿金。

●朝鲜发射 3枚导弹 韩联社２日
援引韩国军方消息报道，朝鲜当日17时 20
分、18时和 19时 50分许在咸镜南道咸兴
市以南地区发射了 3枚地对舰短程导弹。

国有资产私有化 海外注册“壳”公司 转移公众公司优质业务

银光科技
海外上市路径揭秘

如意集团
打如意算盘

多部门应共助民企
挺过危情时刻

5亿元入主 ITAT， 在向零售终端延伸的同时获得一个可以
上市的公司资源，或许才是如意集团的最终目的

联合 BP中标伊拉克油田

中石油以服务承包商角色入伊

探路“煤变气”
新矿百亿下注伊犁

◆导报记者 杜海 伊犁报道

6月 30日，新汶矿业集团（下
称新矿或新矿集团）的煤制天然气
（SNG） 项目在新疆伊犁举行奠基
仪式， 意味着其年产 100亿立方米
SNG的一期工程正式启动，新矿在
伊犁的投资建设也由此开始“全面
绽放”。

自 2004年入驻伊犁以来，经过
5年勘探， 新矿已探得煤炭精查储
量 168亿吨。 由于数量巨大和成本
等因素，大量的煤炭无法外运。“因
此，发展煤化工，将新疆丰富的煤炭
资源就地转化， 使之变成国家急需
的能源， 成为新矿的首选方向和目
标。 ”对于巨资下注“煤变气”的初
衷， 新矿集团董事长郎庆田如此告
诉经济导报记者。

同时，郎庆田透露，由于项目属
洁净能源， 在未来， 新矿有可能将
CDM减排指标进行出售。

“百年百亿”设想

在当日的奠基仪式上， 山东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仁元表示，新
矿集团年产 10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
气工程在伊犁的开工奠基，“是山
东与新疆经济合作中的一件大
事。 ”

导报记者获悉， 自进驻新疆
以来， 新矿在伊犁的煤炭和煤化
工项目进展顺利。 2007 年 2 月，国
家发改委批准伊犁作为全国 7 大
煤化工基地之一， 确立了伊犁在
全疆、 全国重点产煤区的地位。
2009 年， 新矿集团在伊犁将有 4
项工程开工， 分别是 180 万吨 /
年甲醇项目、20 亿立方米 / 年煤
制天然气项目、 年产 600 万吨煤
炭的矿井以及昭苏热电联产项
目。其中，煤制天然气项目备受各
方关注。

按照新矿自身的发展规划，其
打算利用 7年时间，在“十二五”末
实现年销售收入 1000亿元，建成亿
吨级煤炭企业。围绕这一战略构想，
新矿确定了在伊犁打造 5000 万吨
煤炭生产基地、 建设年产 100亿立
方米 SNG项目和其他煤化工项目
的设想。

据了解， 在初步探明伊犁河
谷的煤炭储量后， 新矿集团编制
了矿区建设规划和“百年百亿”
的煤制天然气规划， 即在伊犁建
设年产 1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基
地，借助西气东输二线，向新疆和
我国东部地区供应天然气 100 年
以上。“百年百亿”规划预计总投
资约 500 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
将实现年销售收入 160 亿元，年
利润 40 亿元。 该规划分 3 期建
设，一期总投资约 100 亿元，主要
为年产 20 亿立方米天然气。 二
期、三期产能将分别达到 40 亿立
方米 / 年。

资料显示， 国内经济快速增长
拉动了天然气需求，2000 年 -2007
年， 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
16%，预计 2010年我国天然气需求
量将达到 1000亿 -1100亿立方米，
缺口 400亿立方米；2020年需求量
将达到 2000 亿立方米， 缺口达到
900亿立方米。

（下转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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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蒋昊 石宪亮

费县 济南报道

在临沂费县，“银光化工”家
喻户晓，“中国杰化” 却鲜有人
知。 其实，这两家企业渊源颇深，
联系甚密，它们的实际控制人都是
费县县长助理、山东银光化工集团
董事长孙伯文。 中国杰化核心资
产则是全资子公司“银光科技”。

从国有资产私有化改制， 到在
海外注册空壳公司， 再到转移公众
公司———山东银光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银光化工）优质民爆业务
在新加坡上市，短短 7年，孙伯文就
完成了由一个国有企业老总到亿万
富豪的转身。

今年以来， 经济导报记者陆续
接到烟台、淄博、济南、德州等读者
的来电， 反映银光科技海外上市涉
嫌掏空公众公司（银光化工）资产，
其行为已对内部职工股股东的权益
造成了侵害。

6月 15日至 7月 1日，导报记
者对投资者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详细
调查， 以期揭开银光科技海外上市

的路径， 以及孙伯文家族财富大幅
增长的过程。

海外上市
引爆公众质疑

新加坡交易所公开资料显示，
2006年 4月 17日，银光科技以中国
杰化全资子公司的名义上市， 而中
国杰化是一家注册地在新加坡某商
业大厦的壳公司。 中国杰化 2006年
以 0.32新元 /股公开发行 5900 万
股。 中国杰化注册于 2004年 10月
12日，实际控制人是孙伯文。由于公
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第一家民
爆器材企业， 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
关注。 开盘当日，银光科技股票收盘
价即在发行价基础上翻番。

银光科技的上市给孙伯文家族
带来巨大财富， 但带给银光化工内
部职工股股东的却是国内上市希望
的完全破灭。
“孙伯文把原来银光化工资产

转移到新注册的一个公司， 再拿这
个公司到新加坡去上市， 我们股东
都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发现的时

候已经晚了， 只好以各种形式抗
议。 ” 烟台股东常女士气愤地说：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如果召开
股东大会讨论的话，肯定是通不过
的。 ”股东们反映，这个新注册的公
司就是中国杰化的全资子公司———
“山东银光科技”。

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银光
化工董秘杨兴东表示股东的质疑没
有依据，他说：“我们的所作所为都
是合理合法的，当时也是通过了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这些都有依据
和法律意见书。 ”当导报记者要求
看一下这些“依据”时，杨以“不方
便”为由一口回绝。

导报记者在费县银光化工总部
看到，公司大门口挂有“银光化工”
和“银光集团”的牌子，但见不到“银
光科技”的踪影。 当地老百姓从没听
说过“银光科技”，更不用提它同银
光化工、银光集团之间的关系了。

银光
是如何私有化的？

至于当时是如何改制的，孙

伯文等高管又是以多少钱买走
了费县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费
县国资部门以“领导不在，不清
楚”为由拒绝了导报记者的采访
要求。

但导报记者查询的资料基本上
能够说明，孙伯文是如何进行MBO
改制，以及如何一步步私有化的。

关于银光集团及银光化工的由
来，费县政府 2004年 5月出具的一
份《股权变更说明》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

1993年 3月，经费县国有资产
管理局批准，县属国有企业费县化
工厂以经营性净资产 502.46 万元
出资，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山东
费县五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后更
名为银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银
光化工股份构成有银光集团国有
股（当时的费县化工厂）和内部职
工股，总股本为 1358 万股，其中国
家股 502.46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37%， 内部职工股 855.54 万股，占
总股本 63%。 后经增资扩股，股本
逐渐扩大。

（下转 A3版）

◆导报记者 孙罗南

6月 30日，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城
市中心区。 同一天，伊拉克公开拍卖油
气田开采权， 这是该国 1972年施行石
油资源国有化政策以来的首次招标。

根据报道，由英国石油（BP）和中
石油组成的联合竞标体赢得了鲁迈拉油
田的开采权，成为惟一成交的项目。 BP
联合体是在由艾克森美孚牵头财团拒绝
伊政府支付条款后， 才得以胜出的。 当

然，BP联合体也被迫降低要求。 额外开
采出的石油，每桶仅可获得 2美元报酬，
而其最初提议为 3.99美元。BP联合体希
望能将鲁迈拉油田日产量提高到 285万
桶，而伊拉克政府估计为 175万桶。
显然，中石油正从伊拉克的石油资

源中分一杯羹。“伊拉克局势稳定，中国
瞄上了它的油田。”《纽约时报》的报道
如此表述。 文章说，“经过 6年的战争，
美国人或伊拉克人可能都没有料到中
国将成为伊拉克油田的赢家之一。 ”

美国《商业周刊》称，“这些石油公
司是以服务承包商的角色进入伊拉克
的，而不是股权投资者。 ”自从 2003年
萨达姆政权倒台以来， 尽管像壳牌石油
和 BP这样的公司都在苦心栽培伊拉克
人， 并试图通过培训和其他帮助赢得他
们的信任， 但伊拉克人却几乎怀疑自己
正在上当，于是拼命讨价还价。

油田潜力巨大

“我们已经看到，伊拉克石油部
和跨国石油公司目前正生活在不同的
星球上。 ”《每日电讯报》引述美国能
源信息集团石油分析师 Husari的话这
样说。 显然，在这场石油开采竞标中，
双方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商业周刊》的文章引用了能源

咨询机构Woodd Mackenzie 的预估，
"BP联合体将需要花费 150 亿到 200
亿美元开发鲁迈拉油田， 这其中包括
5亿美元的签约费。“伊拉克人将吝啬

地支付给 BP联合体每桶仅 2美元的
报酬， 而后者在鲁迈拉每天将生产大
约 100万桶以上的石油。

不过， 尽管伊拉克政府提出了苛
刻条件，其中的利润也有些微薄，但国
外石油公司对进入伊拉克仍然热情不
减。 鲁迈拉油田究竟有多大的魅力？
《华盛顿邮报》称，鲁迈拉油田是伊拉
克最大油田， 拥有大约 177亿桶的原
油储量， 这相当于整个美国储量的一
半以上。 （下转 A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