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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湖南常德政府
“拒还银行贷款风波”幕后原委

虽然暂停了多个 PPP 项目，但由常德市政府参与，总投资 25.44 亿元的沅江过江隧道 PPP 项目，正常施工。

本报记者 张晓迪 常德报道

态之下。
多位当地银行、 金融机构人

本报记者张晓迪 / 摄影

态强硬的是一位副市长，但他的

面临着举债规模的不断增长，而

表态，在会议上没有得到市长和

常德卷烟厂这一当地的利税大户

从 6 月 底 因 网 络 流 出
“
（银 行）不 延 期 、 不 续 贷 就 不
还款”的会议纪要后，在湖南

士告诉 《中国经营报》 记者，目

书记的支持。

在收归省管后， 常德又失去了一

前，常德政府的贷款融资事项尚
未出现违约，还款仍处在正常状

经济增速位列前三的常德就
一直处在一种十分微妙的状

态。 参加过政府债务化解会议的

在陷入这场风波之前， 常德
的经济增速， 一直在省内令人瞩
目，位列第三，直追岳阳。 近年来，

大税源。 目前，常德已经暂停了包
括以 PPP 模式开展在内的多个建
设项目。

金融机构人士则透露，在会上表

建设项目规模庞大的常德市，也

这一切，正是伏笔所在。

常德政府尚未违约
2018 年 6 月 27 日，一份流传
的湖南 省 常 德 市 政 府 在 6 月 22

进行“
借新还旧”的原因之一。
对于常德市而言，近 3 年常德

按时还钱。
该人士称， 他们多次向常德

市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后来都没赞
成这位副市长说的话。 ”

日召开的化解政府债务的专题
会议内容纪要，引发热议。 该会

市政府都将面临债务压力。记者就
此采访常德市政府金融办，该办公

市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信托服务，
他们从银行获取资金的利率成本

同时， 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
到，目前，常德市政府也并未执行

议纪要显示， 会上一位市领导，
就该市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对

室一位胡姓科长告诉记者，其领导
最近在休假，而其并不了解政府化

为 5%左右，而放给常德融资平台
的利率则升为 6% 、7% 甚至 10%，

那份
“会议纪要”的相关内容，常德
市政府融资平台仍然按合约向银

银行提出了“借新还旧”“延期”
等“强硬要求”。
当日，常德市政府金融办即发
表公开声明称，“网传有关内容失
实”，“
（常德市）债务风险可控”。
常德市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

解债务的具体事情，只知道常德市
债务风险可控。
记者也了解到， 早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 常德市还召开过一次
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金融单
位工作会议，参加该会议的一位金

具体利率主要看担保人、 抵押方
式等，如果是县区政府，利率则相
对高一些。
2018 年 6 月 22 日召开“政府
债务化解会议”， 而因为会议纪要
的流出，将常德市政府的债务情况

行、信托等机构还款。
作为金融机构，最担心的就是
平台公司违约，但目前，记者从常
德市银行系统和债券、信托等机构
了解到，常德市各大融资平台还未
出现还债违约情况，还款事项仍然

界人士向记者透露，常德市内银行

融人士告诉记者， 有 30 多家金融

进入公众视野。对于网传文件的准

在按照合约进行。

在此次“政府债务化解会议”之前
就中断了对这些平台的借贷业务，

机构参加了这次会议，金融机构和
常德市政府的讨论非常激烈，常德

确性， 常德市金融办公开予以否
认。但记者从一位接近参会人员的

上述金融人士告诉记者，考验
常德市政府还款能力的也就是近

该人士称，这也是为什么常德市政
府要求银行必须要对其融资平台

市政府希望撤回融资
“
承诺函”，而
金融机构则希望政府融资平台能

金融界人士处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是，“在会议上撂狠话的是一位副

3 年，“这 3 年将会是常德市政府
最艰难的 3 年。 ”

常德 PPP 项目已被叫停
实际上，常德市辖区内工业企
业有限，税收收入亦有限，大举建

456.51 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165.4
亿元，总计为 621.91 亿元，减去专

风险防控影响目前暂未开工，造成
年度投资计划缺口 24 亿元左右。

类金融及商业综合服务中心。
上述常德市金融系统人士告

设，只能举债。 据《常德市 2017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项转移支付支出等转移性支出后，
可用财力 533.07 亿元；支出方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位于常
德主干道朗州北路和月亮大道交

诉记者，如果按计划，今年常德几
个政府融资平台都会集中搬到这

示， 常德市 2017 年地方财政收入
为 163.5 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 101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9.68 亿
元， 结转下年支出 23.14 亿元，当

汇处的“常德财鑫投融资服务中
心工程”周围的介绍信息显示，该

里办公。
工商资料显示， 常德财鑫金

亿元。
2007 年前， 常德卷烟厂是常
德的纳税大户，其上缴的两税占常

年结余 0.25 亿元。
因此常德逐年增加的基建项
目只能通过举债方式。而记者了解

工程建设规模 95376 平方米，建
设单位为财鑫广场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股
东分别为常德市财政局、 常德市
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

德市整个财政收入的 92%左右，每
年约 70 亿～80 亿元，常德地方政

到，除了利用平台公司融资、从银
行借贷以外，PPP 项目在常德也正

记者走访看见， 现场有一栋
100 米高的建筑，已完成了框架建

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常德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

府获得的地税提留每年有 7 亿～8
亿元。 而根据常德官方媒体《常德

如该地方媒体形容的一样
“如火如
荼”进行。

设，底部已有部分楼层进行了外观
装修。 但现场不见具体施工人员，

限公司、 常德市现代农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常德市文化旅游投

日报》的报道，2007 年常德卷烟厂
并入湖南中烟实现各项税收集中

2018 年 4 月 7 日， 湖南省财
政厅发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减压

亦鲜见施工痕迹，工程围墙外的宣
传栏中时任常德市委书记王群在

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其中常德市财政局出资

在长沙缴纳后，常德市国税收入月
平均入库只有 2.55 亿元。
但近年来常德市经济发展在

投资项目切实做好甄别核实政府
性债务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该《通知》要求湖

该项目调研的照片都已泛白、破
损。一位在移动板房值班的项目工
作人员并没有承认工程停工，他告

1675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1.88%，
是第一大股东。 其余 5 家平台公
司， 除了常德市现代农业投资集

湖南省排名中上游，GDP 总量上
看，2017 年常德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 值 3238.1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8.4%，位居长沙、岳阳之后，排名第
三，但和岳阳差距很小。
不过根据《湖南省全省政府性
债务综合报告》， 常德市政府开支
方面还是比较拮据，2017 年常德
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

南省各地方全面梳理摸排项目建
设情况和债务风险情况，按照
“停、
缓、调、撤”的原则分类处置。
记者实地走访常德市发现，该
市在建的 PPP 项目已处在非施工
状态，常德市政府网站《常德市项
目推进年工作通讯第 34 期》也称，
常德奥体中心 （全民健身中心）建
设工程等 PPP 项目受政府性债务

诉记者，施工人员都在建筑内部装
修，从外面看不见。
常德政府网站介绍，常德财鑫
投融资服务中心项目是由常德市
人民政府出资组建，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开工， 总投资达到 5.78 亿元，
按计划 2018 年竣工， 旨在打造投
资、保险、期货、证券、基金、担保、小
贷和市民住房服务于一体的金融、

团有限公司还有另外两家股东
外， 这 5 家平台公司的股东都是
常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与此同时，记者看到与该工程
一路之隔的常德“市民之家”PPP
建设工程，以及新旧两个体育中心
改造工程同样大门紧闭，未有施工
迹象。

7 月 5 日， 据 《常德日报》报
道，常德市国资委着手对常德市市
级平台公司进行整合转型，按照部
署，7 月份启动整合转型企业的审
计、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相关工

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德市现代农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德市现
代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照市
级平台公司标准对下属公司实施
整合； 湖南常德市德源投资开发

管理或控制。
根据报道，市级平台公司第一
批整合转型企业涉及到城投集团
的 7 家企业、 经投集团的 15 家企
业、交投集团的 2 家企业、农投集

同他人收受人财物折合人民币
367 万余元。
常德市高举不小的债务背后
是常德市近年来大举建设的现实，
以 2010 年启动棚户区改造工程和

作，8 月要全面完成整合转型企业
注销、 股权退出等工作，9 月底基

有限公司、 常德市文化旅游投资
开发集团等。

团的 3 家企业、工投集团的 2 家企
业、德源公司的 3 家企业、文旅投

白马湖公园开建为时间节点，常德
市的房地产业和基建同时进入快

本完成所有平台公司整合转型。
报道称，整合转型可以有效地
解决平台公司功能定位不明确、主
营业务不突出、法人治理结构不完
善、市场化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
根据报道，常德市平台公司下
属全资、控股（控制）公司数量要压

整合转型采取直接注销、整合
注销、转型和股权退出等方式进行
分类处理。即对没有实质性经营活
动、无需保留的公司，在妥善处置
存量债务、资产和人员等基础上依
法清算并注销；对有实质性经营性
活动或需要保留相关资质的公司，

集团的 5 家企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
3 月 2 日， 常德市纪委发布消息
称，常德市城投党委书记、董事长
方际三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 2017 年底常德市的一位分

车道。 彼时，常德房价均价也不过
3000 元 / 平方米， 而在短短 7 年
后，房价飙升至 8000 元 / 平方米，
常德市一位房产界人士告诉记者，
“这个价格还是政府控制的原因，
如果不控制，早就过万了。 ”
同样短短 7 年后， 常德涌现

减三分之二， 要厘清政企权责边

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整合，在

管国土资源、城建、规划、城管、房

出了白马湖三馆、老西门商业街、

界， 推动平台公司转型为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提升运
营质效； 确保企业资金链安全、运
行平稳、大局稳定。
而涉及整合转型的市级平台
公司包括常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常德市经济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常德市交通建设投

妥善处置存量债务、资产和人员等
基础上由被整合公司依法清算并
注销；对保留并需要去平台化的公
司，剥离其政府融资功能，在妥善
处置存量债务的基础上，转为自负
盈亏的市场主体；对不再实施管理
或控制、 需要继续存续的公司，通
过转让全部或部分国有股权退出

产的副市长卢武福因受贿巨额财
产落马。株洲省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2002~2016 年， 卢武福利用
其担任常德市委副秘书长、常德市
财政局局长、常德市副市长等职务
便利，在市政工程建设、财政资金
拨付、工作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谋取个人利益。 单独或者伙

穿紫河街、 德国风情小镇等大型
公共休闲娱乐场等， 对于普通老
百姓而言， 享受公共建设带来的
变化时， 也不得不承担翻番几倍
的房价；对于常德市政府而言，大
踏步的建设后， 是否能担得起债
务负担， 是眼下考验常德市政府
的一道关。

融资平台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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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介绍，“队伍中引导

考价格为 90 元。记者乘坐出租车实

秩序同之前有异，之前为保安，这次
更替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

测打表价格为 75 元。
记者在与出租车候车区保安交

身着浅色衣服的黑车女司机在
出租车等候队伍中招揽乘客。

谈时，依旧有黑车主“邀请”记者乘
车，保安及警察对此视若无睹。他们

记者观察，此番，北京南站暴露
出来的黑车管理问题， 同样也发生

站立的后方栅栏上挂了这样的牌
子：“
请不要相信黑车、 黑导游及介

在北京西站。 从北京西站出租车落
客区开始， 便有几拨人分散在各个

绍医院、 旅游等各类招揽行为以防
受骗。 ”记者询问现场管理人员，对

栅栏边拉客揽客。
在北京西站， 记者在走向出租

公安都不管呢， 我们能管
方表示，“
什么呢？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提示

车候车区的 100 米的路上，超过 10
个人“邀请”乘坐其私家车，并承诺

不要乘坐黑车。 ”
这样的回答同样出现在其他管

可以打表、开发票、保安全。 为打消
记者疑虑，黑车司机声称“
发票是从

理者的回复中。
同北京南站相同， 北京西站也

出租车公司 200 块钱一卷购买的，

存在
“人到车未至”情况。 31 日晚上

不能用可不付车钱”。
北京西站 ，公安、安保人员及
黑车司机站立在出租车候车区入口
处 。 记者以去房山长阳为由，向多

9 时 30 分，北京西站出租车候车区
人群填满三个等候通道， 人群走动
缓慢，处于人等车的状态。
谈及为何出租车载客意愿不

个黑车司机咨询价格， 对方给出的
报价在 150~200 元左右， 此时出租

强，司机告诉记者，在火车站“拉活”
性价比很低， 碰活靠运气，“排很长

车等候区的显示屏上提供去房山参

时间队，拉个 5 公里的活是常事。 ”

多头管理
早在一年前， 同属于北京铁路局管辖的特等站北京西站就因为
乱象众多、骗局滋生而饱受媒体质疑。
《中国经营报》 记者了解到，北

燕俊透露，在骗子逃走后，燕俊

京南站的治安归地方政府、 地方公
安和铁路公安共同管理， 容易导致

看到附近有一位警官和三位穿铁路
公安制服的人员在聊天， 燕俊跑过

权责不分。这也是中国火车站，尤其
是人流客流集中的特等站乱象背后

去要求报案，叙述了事情经过，四人
反应平淡， 其中那名警官还劝说：

的根本原因。
北京市政府在南站设有北京南

“别报案了，反正钱拿回来了，走吧
走吧，下次不要再被骗了。 ”

站地区管理委员会，为正局级单位，
负责组织协调北京南站地区社会治
安、市场秩序等工作。 此外，北京市
公安局设有丰台分局洋桥派出所，
北京铁路公安局设有北京铁路公安

北京西站规模大、车次多、人流
量大，骗局、乱象长期存在。《帝都西
站，骗局众生相》作者燕俊表示，北
京西站的乱象与环境有关， 也与警
方的不作为有关。

处北京南站派出所， 均有负责北京
南站治安的职责。

2017 年 4 月 25 日， 北京铁路
局、 北京西站和北京西站管委会就

北京南站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
于 2010 年，管理面积为 61.9 万平方

北京西站诈骗乱象举行了媒体沟通
会， 北京西站派出所副所长许占东

米，是北京市政府派出机构，委托丰
台区政府代管，内设办公室、综合治

否认《帝都西站，骗局众生相》文中
所述铁路警察不作为， 并称铁路公

理处、市政规划交通管理处、公共卫
生管理处和应急管理处 5 个处室。

安人员也没有被骗子威胁或殴打。
许占东称，无论何时，铁路公安

南站地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协调
北京南站地区社会治安、市场秩序、

部门收到任何事情的报案， 都会积
极处理。 燕俊被骗的案件及相关情

交通秩序、 公共卫生、 市政公用设
施、市容和环境卫生等工作，协助有

况目前正在调查中。
北京西站和北京西站派出所方

关部门做好运输工作。
洋桥派出所成立于 1991 年 9

面还否认文中所述“北京西站旅客
一年有 3000 万元到 5000 万元钱款

月，负责东起马家堡路，西至西铁营
村，南到马家堡东路，北到北京南站

被骗”情况，称“这都是个人猜测，没
有任何依据”。

的辖区治安状况。
北京南站派出所隶属于北京铁
路公安处，成立于 1959 年，2008 年
8 月 1 日迁址到新建成的北京南站
内，现为副处级单位。派出所除了负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
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告诉 《中国
经营报》记者，多头管理体制机制问
题，是导致火车站乱象根本性原因，
同时也存在服务意识、 服务理念薄

责火车站近 33 万平方米的治安、刑
侦、警卫内保、安检等安全保卫工作
外，还肩负着京沪铁路近 8 公里、京
津铁路 50 公里、 其他铁道线路 11

弱诱因。
程世东认为，北京南站至接驳
公交站步行距离过长， 先前规划设
计不够合理，应体现公交优先原则。

公里的防护、 巡逻、 设施和设备保
护、护路教育宣传等任务。

火车站交通接驳设计排序应为地
铁、公交车、 出租车和私家车，而北

虽然北京南站派出所号称全亚
洲最大的车站派出所， 但对于火车
站及周边乱象仍没有应对良策。

京南站则是地铁、出租车、公交车和
私家车。
在程世东看来，相比发达国家，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在
2013 年铁道部撤销之前，按照原先
的职能划分， 铁道部公安局由铁道
部、公安部双重领导，其中党政工作
由铁道部领导， 公安业务工作由公
安部领导。在铁道部撤销之后，铁路
公安业务上接受公安部指导， 党群
关系由铁路总公司领导。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 同属于北
京铁路局管辖的特等站北京西站就
因为乱象众多、 骗局滋生而饱受媒
体质疑。

国内火车站治理相对逊色。 以日本
为例， 日本火车站管理模式相对统
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明晰，火车
站疏解主要靠地铁完成。
北京南站夜间
“
打车难”
“
黑车泛
滥”， 折射出出租车运力不够问题。
“
同上海相比， 虹桥高铁站距市区较
远，出租车司机每拉一单可以保证收
入，而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处在城市
中心区，盈利空间小，因此出租车司
机火车站载客意愿不强。”程世东分析。
在程世东看来，同公交车、地铁

2017 年 4 月 24 日 一 篇 题 为
《帝都西站，骗局众生相》的文章揭
露北京西站诈骗乱象， 在微信朋友
圈大量转发，引起舆论关注。

不同，出租车属于市场行为，通过行
政手段规定出租车公司派遣车辆既
不可靠也不合理， 应充分体现市场
机制， 用价格手段来引导出租车接

作者燕俊（化名）于文章中称，
在北京西站自动取票机取票时遭遇
到骗子，被骗 521 元，燕俊追讨钱款
并与协警合作抓人， 但最终骗子还
是趁乱逃跑了。

客，保障火车站出租车运力。
“从体制机制来讲，火车站治理
应该由总的部门牵头管理，个人认为
地方政府更适合这个角色，同时应建
立好的协调机制。 ”程世东表示。

北京南站打车难问题背后，有多方管理交错、责任不够清晰的问题。 图为正在排队打车的乘客。
本报记者郭婧婷 /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