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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国土局长安家盛刑满 两关键行贿方浮出水面
特约撰稿 罗树

人士向本报记者指出， 安家盛的

本报记者 郝成 北京报道

刑满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
与其他受贿案件有所不同的

以颇具戏剧性“投案” 方式
“到案”、上缴贿金，并最终以受贿
罪被判刑的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安家盛，不出意外，目前已经

是，直到安家盛刑满，该案件的两
—北京华通邦
个关键行贿单位——

帮助审批“提速”
安家盛案中的最大一笔贿金 200 万元人民币， 来自于金鳞置
业，“海港城地块”的开发主体。
本报记者掌握的情况显示，安

井 G4 地块因为“某些原因”变成了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华通邦泰”）、北京金鳞置业有

家盛案中的最大一笔贿金 200 万元

“特殊地块”。变为“特殊地块”之后，

人民币，来自于金鳞置业的行贿。这

则有专门针对特殊地块出让、 交易

服满刑期。日前，多个权威消息源
均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了这
一消息。
2015 年， 已经退休的安家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鳞置业”）方
才真正浮出水面。这其中包括：金

家企业在王府井大街 G4 地块商业
—王府井 G4 地
项目的开发主体——

的管理方法。
2007 年 12 月 10 日，北京市对

鳞置业相关人员用拉杆箱装满
200 万元人民币现金， 在安家盛

块，又被称作
“海港城地块”。

外合作交流办公室发函给北京市人

盛， 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以受贿罪提起公诉， 经北京市

居住小区的门口向其行贿。
而这一切， 与此前媒体报道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以受贿

的案发原因与北京地产圈子流传
的说法，均有极大不同。

2003 年，一家名为“三花房地
产”的公司被收购，并更名为北京金
鳞置业有限公司。此后，金鳞置业介
入了王府井 G4 地块。 到 2007 年

民政府， 建议王府井大街 G4 地块
（海港城项目）以协议方式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 金鳞置业的相关人士
找到安家盛， 称自己已经向政府有

时，该地块进入评估验收阶段，但是

关部门推荐了自己的公司， 希望安

关键行贿方

评估验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 由
于评估工作缓慢， 给金鳞置业带来

家盛能够帮助加快报批程序。
在此过程中， 金鳞置业的相关

安家盛“
投案”的确切日期为 2015 年 2 月 4 日。 他投案的部
门是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了较大的资金压力。

人士还向安家盛出示了相关政府函

为解决这一问题， 金鳞置业的
相关人士找到了安家盛， 希望能够

件的复印件。 对于金鳞置业提出的
要求，安家盛答应“帮忙关注”。

安家盛的另外一次受贿， 也是

记者了解到， 承建方的“中间

帮助房地产公司加快工作进度。

人”之所以认识安家盛，是由于其所

通过安家盛加快评估工作的进度。
安家盛同意了这个请求， 此后王府

在北京市对外合作交流办公室
发函之后 10 天，安家盛批示“由储

2003 年开始，华通邦泰开始与北京
市海淀区商业设施建设经营公司合

井 G4 地块的评估工作提速， 并顺
利进行。

备中心牵头研提”。 2008 年 1 月 4
日，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储备中心提

作， 开发海淀区五道口的商业改造

在单位，在 2003 年承建了市委常委
会议楼， 而当时安家盛担任市委办
公厅副秘书长职务。“中间人”向安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金鳞置业
的相关人士又向安家盛提出， 希望

出以邀请招标方式出让王府井海港
城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 安家盛于

项目。双方签订合作协议，项目完工
后， 华通邦泰将享有项目 65%的产
权。 这个商业改造项目， 又被称作

家盛提出此事，安家盛答应帮忙。于
是，2005 年 8 月 25 日，北京市土地
利用事务中心提出同意为华通公司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获取这块土
地的开发权。 此时，安家盛表示，按

1 月 23 日签批同意这一方案。 2009
年 8 月 3 日， 金麟置业中标王府井

照规定， 当时的地块已经不能协议
转让了。安家盛的这一态度，是由于

大街 G4 地块商业项目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五道口商厦”。
“
但是，项目封顶后，产权过户
迟迟办不下来，对华通邦泰的经营

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的意见， 安家盛
则是在 10 月 26 日签批
“同意”。
为感谢安家盛的帮助， 华通邦

2004 年原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下发
的 71 号令，已经严禁所有经营性建

而在 2007 年底，金鳞置业的相
关人士便将 200 万元现金装进一个

产生了影响。 多位熟知该改造项目
的人士告诉记者，该项目承建方的

泰的相关人员将 100 元一张的人民
币共计 30 万元装进手提袋中，交予

设用地协议转让。
然而，巧合的一幕出现了，王府

拉杆行李箱， 送到安家盛家小区的
门口，交予了安家盛，从而构成了安

一位人士此时提出认识安家盛，可
以帮忙，但需要费用，最终华通邦
泰的相关人士同意， 以 30 万元作

中间人。 这位中间人则分两次将钱
款转交给安家盛， 第一次为 10 万
元，第二次为 20 万元。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权威消息

从 2014 年底开始，关于安家

纭。曾有媒体报道称，安家盛系因

盛“可能有事”的消息，便已经在
京城地产界流传， 后来则传出了

在位于北京长安街南侧的英皇国
际中心项目的纠纷被举报而案

安家盛向纪委
“
自首”的消息。
经本报记者确认，安家盛“投

发。房地产圈内则多有传言称，安
家盛因为某“大老虎”的特定关系

案”的确切日期为 2015 年 2 月 4
日。 他投案的部门是中共北京市

人提供土地批租方面的便利，并
收受贿赂，最终因“大老虎”被查

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
市纪委”）。此后，安家盛正式进入
接受组织审查程序，并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被正式羁押。 后来，安
家盛的北京市政协委员职务也被
“免去”。彼时的安家盛，已经处在
退休状态。

而被牵出。
不过， 从目前本报记者掌握
的情况看，以司法层面而言，上述
两件事均与安家盛无关。“绊倒”
安家盛的，只有两家行贿单位，均
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华通邦泰
和金鳞置业。 这两家企业都名气

记者了解到，从向纪委投案，
到北京市纪委着手调查， 再到移

不大， 但是当时项目地块处在北
京城市核心位置，寸土寸金，价值

送司法机关侦办， 最终由检察院
提起公诉， 这个过程总计用时约

颇丰。
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 华通

7 个月左右。 这其中，从投案到正
式羁押， 也只用了 3 个月左右的

邦泰系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商业
改造项目上， 通过中间人向安家

时间。
了解案情的人士称， 安家盛

盛行贿； 而金鳞置业则因位于北
京王府井的海港城地块， 向安家

是主动交代，且案情并不复杂，因

盛行贿。前者的贿金为 30 万元人

此用时不长。

民币， 后者的贿金为 200 万元人

尽管如此， 关于安家盛案的
案由， 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众说纷

民币。 这构成了安家盛受贿的总
额，总计 230 万元人民币。

本报资料室 / 图

家盛最大的一笔受贿。

为费用。

非典型“土地爷”
3 位与安家盛共事过的人士均向本报记者表示，安家盛为人低调、对人谦和、作风严谨、办事小心，总体上属于
“
非典型”的
“
土地爷”。
安 家 盛 1946 年 10 月 出 生 于

向北京市纪委投案交代问题的同

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71 号

不过， 多位与安家盛共事过的

北京，至 2018 年刑满时，只差半年
多就将满 72 岁。 在他的仕途中，最

时，还全额上缴了受贿款项。 这些
在日后的司法审判中， 都被认定

令）， 要求自 2004 年 8 月 31 日起，
全国各地不得以任何历史遗留问题

人士均向本报记者表示， 安家盛为
人低调、对人谦和、作风严谨、办事

具权力的位置，是担任原北京市国
土资源局局长职务。 在他 69 岁那

为具有自首情节， 并作为了减轻
处罚的依据。

为由， 以协议方式转让国有建设用
地，所有经营性用地的出让，必须经

小心，总体上属于“非典型”的“土地
爷”。“北京各种关系比较复杂，作为

年，他向北京市纪委投案，并交代
了自己的受贿问题。
多位了解情况的人士称，在

2004 年，北京市将原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分拆”，单独组建北
京市国土资源局，并决定由安家盛
出任首任局长。 其时，安家盛系“空

过招、拍、挂程序，这被称为“
8·31
大限”。而北京市单独组建国土资源
局， 即是为了对新规则之下的土地
市场进行严格管理。

权力部门的国土资源局， 局长要协
调处理的关系和事情会很多， 这与
其他地区的国土局局长说一不二的
情况是不一样的。”一位与安家盛共

降”任职，在出任国土资源局首任
局长之前，安家盛担任北京市委办

全面实行招拍挂后， 国土资源
局成为对房地产企业颇具影响力的

事过的人士告诉记者。
如今， 安家盛曾担任局长的原

公厅副秘书长，足见当时北京市对
于新组建的国土资源局工作的重
视程度。
2004 年 3 月， 原国土资源部、
监察部联合下发 《关于继续开展经

部门。 因此，各地的国土局局长，都
被给出一个“土地爷”的绰号，很多
地方的国土局局长也由此有了行事
铁腕、逢事专断的作风。各地国土局
也成为“腐败高发地”，各地落马的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已经成为历史，
2016 年 7 月 22 日， 北京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同
时， 北京市决定， 北京市规划委员
会、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则不再保留。

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国土局长不在少数。

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注脚。

外资企业需要了解中国反垄断的特殊性
访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业务组合伙人柏勇
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

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战一度将
“高通收购恩智浦”的反垄断调查推
向风口浪尖，事实上，伴随全球各国
对反垄断调查的趋严化， 反垄断之
于行业的影响正超越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
公开报道显示：5 月 31 日，中
国反垄断机构派出多个工作小组，
分别对三星、SK 海力士、 美光三家
存储芯片巨头企业位于北京、上海、
深圳的办公室展开
“突袭调查”和现
场取证， 标志着中国正式对三家企
业展开反垄断立案调查。
据了解，该调查主要针对三家企
业是否联合操纵 DRAM 价格展开，
此案也将成为我国反垄断三大职能
整合进入市场监督管理局后首例引
发重大关注的反垄断调查案件。
如今，距离中国《反垄断法》正
式实施十周年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中国经营报》 记者专访了高伟
绅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业务组合伙人
柏勇律师。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多年
的实务经验之外， 柏勇律师曾就职
于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他还参
与了几乎所有反垄断法实施细则的
制定工作。
记者：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十周
年，无论是立法的完善，还是执法，发
展速度都非常快。 从在华的跨国公司
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的反垄断规
则与欧盟规则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
哪些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柏勇律师：应该说，中国反垄断

法实施十周年， 由于前五年更多学
习欧盟的模式， 中国反垄断规则对
外国企业的挑战并不大， 但伴随中
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反垄断经验的逐
渐成熟， 中国的反垄断监管进入一
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规则变化逐渐
增多， 正在引发国内外企业的广泛
关注。
国外企业认为中国反垄断发展
过快，规则变化太多，他们常常觉得
几个月不做申报是不是规则会有新
变化。 其实这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缺少了解造成的。
中国反垄断规则与欧盟规则的

能（non-full-function）的合营企业。
非全功能合营企业在欧盟是不需要
申报的，所以企业申报的关键点是：
企业是否是 full-function。 但是在中
国， 中国没有 full-function 这个概
念，规则上没说豁免申报，所以实际
应该申报。
来看一下什么是 non-Full-function：比如双方或多方要合营一个企
业，比如航空造船业，大家要共同投
一些资源， 但是企业本身生产的东
西不公开发售于市场， 只是提供给
母公司 （比如生产航空空客的零部
件）， 其主要业务在于给母公司供

差异有大的方面，也有小细节。作为
一个跨国交易， 公司可能在十几个
国家申报， 中国的审查对于交易的
影响可能是外国企业没有预期到
—欧盟通过了而且很快， 所以
的——
企业它本来会认为中国跟欧盟比没
多大问题， 但是会发现为啥中国程
序更长更复杂？
的确，反垄断法刚公布的前五
年，中国法律规定不清楚，我们就
按照欧盟的规则来给建议。 我们当
时给客户的建议最经常说的是“在
中国还没有很细致明确的规定，但
是欧盟的要求是×××”。 但是近

货，这就是非全功能企业。这个企业
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功
能和目标具有特定性。
这种模式的企业在欧盟的垄断
法下不属于经营者集中， 因为从一
定角度来说它没参加市场竞争。 国
外企业会想：中国跟欧盟一样的，不
需要申报。 但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
“full function”这种定义，也就没有
豁免，实际就应该申报。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反垄断
立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美国的反
垄断法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欧
盟今年应该是快 60 年了， 他们现

五年，尤其是最近的两三年，如果
还这么说，会被人说没考虑到中国
的特有国情。 比如有些交易在国外
不用申报， 但是在中国需要申报，
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是个很值得关
注的问题。 ”
举例来说，在合营企业中，有一
类合营企业无需申报， 叫作非全功

在的实施细则、判例是很多年积累
下来的。 中国目前反垄断 10 年，进
展已经非常快速，我们每年都看到
新法规出来，只是目前还在积累经
验阶段。 在一些实施细则的相关草
案中，已经有提出了豁免非全功能
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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