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职工权益，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
崔之元
发表于“南风窗”
保持社会稳定,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也是其前提条件。而尊重和保障企业改制
过程中的职工合法权益，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一环。
邓小平同志 1990 年 4 月明确指出，
“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
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稳定的
因果关系。邓小平是这样论证这一因果关系的：“如果搞两级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
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本文从两个国内报刊公开报道的企业改制案例入手，来分析当前地方企业改制中的一些
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严重问题。
1．江苏扬州通裕纺织集团公司－效益好企业盲目改制引发社会冲突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朗顾之争”，随着 2005 年 9 月 2 日顾雏军的被捕，已暂告一个
段落。但“朗咸平风波”所反映的国企改制中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现象
的大量存在，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且在基层有愈演愈烈之势。顾雏军不仅掠夺广东科龙的
资产，而且也对他收购的扬州亚星客车造成了负面影响。同处于江苏扬州市的通裕集团的改
制，也因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而引起轩然大波，直接影响了扬州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据报道，
“在扬州的安宁和繁荣的背后，失业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渐显现，而改制本身
也直接地引发了工人的严重不满。2004 年 7 月 26 日凌晨，位于扬州南城的江苏通裕纺织集
团公司上千职工卷入了罢工、请愿运动，导致 328 国道受堵、市政府大门遭冲击、南下客车
停运、工厂停产十天的重大事件。在扬州的历史上，这样规模的罢工抗议运动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改制的完成，一千多名骨干员工的被迫离岗，工人运动被平息了，但仍有一些工人代表
继续上访，要求解决改制过程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难” 1 。
改制前江苏通裕纺织集团公司为扬州市 10 大重点骨干企业，年利税 6000 万元，全国
纺织行业综合实力排名前 30 强。但自 2003 年改制之后，企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而随着
2004 年 7 月改制完成――扬州市政府低价将其 85％的股份转让给主营房地产的深圳滢水集
团在扬州注册的润扬集团――之后，职工上访与群体性冲突愈演愈烈。
为什么效益好的企业盲目改制呢？
从表面上看，扬州市政府指导改制的文件《关于市直工业、商贸流通企业深化改革的政
策意见》
（扬府发[2003]88 号）是依据中央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国经贸企改[2002]859 号文件。
但该中央文件是为“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
员”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进行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
辅分离中，利用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简称“三类资产”），改
制创办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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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破产企业职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以下改称改制分流）。” 2 八部委文件明确将《办法》
的实行限制在“三类资产”的范围内，并要求确保改制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什么是“三类资产”？《办法》界定如下：“非主业资产指按照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和
专业化分工原则，需要分离的辅业资产、后勤服务单位的资产以及与主业关联度不大的其他
资产；闲置资产指闲置一年以上的企业资产；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指政策性关闭破产企
业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一定获利能力，并用于抵偿职工安置等费用部分的资产。”
“改
制企业安置的富余人员，是指原企业需精简分流的富余人员。
” 而扬州市政府指导改制的文
件却将八部委文件的适用范围远远扩展到“三类资产”之外，涵盖了所有市属国有企业。这
并不是扬州一地的孤立现象，扬州市领导在市直工业和商贸流通企业深化改革动员大会上发
表讲话说：“周边地区改革都在深化，调查显示，南京、南通、镇江、台州等地的改革力度
都比我们大，推进的速度都比我们快。最近南京拿出 300 多亿资产进行竞拍、招商，国有资
本要求全部退出；苏州要求国有资本一律退到 20%以下，这项工作现在已基本完成；泰州
提出‘三个置换一个保证’。要求全部置换劳动关系…扬州不存在不需要退的企业，也不存
在不能退的企业，更不存在退不出的企业。中小企业要坚决退，大企业也要有序退。困难企
业要全部退，好的企业也要积极退…我们多次讲，要靓女先嫁” 3
“好的企业也要积极退”这句话，生动地昭示着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改制思路。扬州市领
导甚至暗示可以不按评估价格转让国有资产：“现在有同志抱着评估价不放，实际上是自己
束缚自己。·
·
··
··在国有资产转让中，我们不仅要规范严明，坚决杜绝腐败现象，更要追究
不作为问题。
” 4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通裕纺织集团的国有资产被“打八折”转让给主营房
地产的深圳滢水集团在扬州注册的润扬集团。这位市领导不知道，姑且不论中国还是社会
主义国家，即便是在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不按评估价格转让国有资产也是严重的违宪行
为，因为西方国家的宪法也是平等保护公私财产的。法国宪法委员会 1986 年判定，以低于
评估价出售国有资产是违宪行为，其实质是侵吞公有财产。 5
由于迫切地要出售国有企业，扬州市政府饥不择食地选择深圳滢水集团为国有股受让
方，而不对其资产状况进行任何调查评估，也不管深圳滢水集团接手后有无发展通裕纺织集
团的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发展意愿。其实，只要上网一查，就很容易发现深圳滢水集团的
资产和信誉都很差。
“根据深圳信用网 2005 年６月 8 日发布的拖欠银行贷款名单，该房地产
公司拖欠贷款逃废债全额为 1.7 亿元。然而，2003 年 6 月 30 日，也正是这家公司主要出资
人在扬州注册登记了扬州润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5 亿元人民币” 6 。
实际上，深圳滢水集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通裕纺织集团之“地”进行房地产
开发。通裕集团改制之前，扬州市已出台新的城市建设规划，而通裕集团名下企业的厂址在
新的规划中属于商业及生活区。这意味着通裕集团大规模搬迁难以避免。深圳滢水集团就是
冲着这块地皮来的，当然无心也无力发展通裕纺织集团的生产，并在“身份置换金”问题上
百般刁难工人，终于酿成 2004 年 7 月 26 日的群体性抗争事件。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总结的教训之一是，绝不能拿效益好的企业盲目改制。当前，
全国人大正在考虑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人民不仅可对政府的具体行为，而且可对政府
的抽象行为（如所谓“红头文件”）提起行政诉讼。扬州市政府《关于市直工业、商贸流通
企业深化改革的政策意见》
（扬府发[2003]88 号）多处违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 3 号令批准的、自 2004 年２月 1 日起生效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因此，
有关政法部门重新审查通裕集团的改制，对贯彻依法行政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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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庆云阳曲轴厂厂长刘步云诉华夏出版社－改制中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重庆市云阳县云阳曲轴厂原是一个资产超过 2 亿元，帐面价值高达 1.4 亿多元的明星企
业。但近年来亏损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郑易生教授主编的《科学发展
观与江河开发》一书中魏沂的论文里，指出其原因是云阳曲轴厂厂长刘步云,利用私设企业
与云阳曲轴厂进行同业竞争，并有将云阳曲轴厂资产非法转移给私设企业，非法评估企业资
产等不法行为。魏沂的文章《移民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有关原话为：
“目前全国各地在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中普遍存在着资产流失的问题，三峡库区也
不例外。从某种角度上说，由于库区企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更使某些不法分子有
了可乘之机。如集体所有制企业——云阳县曲轴厂原来一直是该县的龙头企业，拥有一亿多
元的资产，其生产的摩托车配件在全国供不应求，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但厂长刘步云近年在
厂区内创办了一个前任县长等参股的私营企业——森华公司。该公司一无技术人员，二无先
进设备，三无销售渠道，却年赢利 40%。曲轴厂则开始年年亏损，到 2002 年 10 月，刘步
云委托一个并无适当评估资格的会计事务所进行评估，评估出曲轴厂净资产居然仅为 8.7 万
元。曲轴厂一直被云阳县作为工业“小巨人”在扶持，2001 年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和搬迁，
新征地 120 亩，而现在转眼就被宣布破产。这将加剧了库区既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据中华工商时报 2006 年 1 月 13 日报道，刘步云 2005 年 6 月 14 日把出版该书的华夏出
版社告到了重庆市云阳县法院，认为文章中“转眼就被宣布破产”一语失实，而县法院判决
华夏出版社对刘步云名誉侵权。县法院认定：“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和有权部门对其是否有
违法行为进行确认之前，文中给原告冠以不法分子的称谓，是对原告人格的侮辱。该书的出
版发行，必然诱使公众形成一种不利于原告名誉的认识，此公众的认识必然导致原告的社会
评价降低，客观上存在对原告名誉的不利。被告所实施的不利原告名誉的事实的传播，与原
告社会评价的降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被告侵权事实成立”。
为了分析云阳县法院判决书是否合理，我们不妨对照一下美国最高法院 1964 年对《纽
约时报》上诉阿拉巴马州法院对沙立文（Sullivan）一案的判决。该判决被认为是美国名誉
侵权判决史上的里程碑 7 。沙立文（Sullivan）是阿拉巴马州Montgomery市民选的市专员之一，
负责该市的警察局。他对《纽约时报》提起民事诽谤诉讼，诉称《纽约时报》在 1960 年 3
月 29 日刊登的整页广告是对其诽谤。广告是由“为马丁.路德.金辩护和争取南方自由委员会”
策划，并征集了 64 位知名人士签名。引起争议的是广告第三段和第六段的内容。广告第三
段是,“学生领袖在阿拉巴马州首府Montgomery市州议会台阶上高唱‘我的祖国，这就是你’
以后，就被学校开除。整车整车的武装警察，携带催泪弹，把州立大学团团包围。所有学生
拒绝重新注册以抗议州当局，但竟被锁在餐厅里，试图饿得他们就范。
”广告第六段说,“南
方的不法之徒一再以恐吓和暴力回应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议。这些不法之徒已经炸毁了马
丁.路德.金的家，差一点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些不法之徒殴打马丁.路德.金，以‘驾车超
速’，‘乱丢垃圾’等罪名逮捕了他七次。现在这些不法之徒又在指控马丁.路德.金犯有伪证
罪，并试图以此罪关他十年大牢。”8 州地区法院查明, 马丁.路德.金只被逮捕了 4 次,而不是
广告所说的 7 次，再加上广告的其它部分失实（如学生唱的不是‘我的祖国，这就是你’这
首歌，而是美国国歌等），因此判定《纽约时报》对沙立文造成名誉侵权成立。但这部分失
实的报道，能否成为阿拉巴马州法院判《纽约时报》对沙立文造成名誉侵权的正当理由呢？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最高法院推翻了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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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没有对沙立文造成名誉侵权。布伦南( William Brennan)大法官在代表最高法
院所写的判决书中强调，报道的部分失实，只要不是出于“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
即明知失实而故意报道，不构成对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侵权，否则舆论监督和言论
自由无法实现。
美国最高法院在黑人公民权运动高涨的 1964 年对《纽约时报》诉沙立文（Sullivan）一
案的判决，对我们分析云阳县法院判决书是有启发的。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
广场举行声援马丁.路德.金的群众大会，更重要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辞中的原则――对舆
论监督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与对名誉权的保障之间的平衡――也是我国当前所迫切需要的。与
云阳县法院判决书不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没有在《纽约时报》广告上“不法之徒”一词
上做文章，也没有因部分失实而判《纽约时报》名誉侵权，关键在于《纽约时报》无“实际
恶意”。反之，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如判《纽约时报》名誉侵权，将严重打击舆论监督和言
论自由，挫伤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公民权运动。
当前，保证我国的企业改革真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而不沦为少数人一夜间
致富的手段，非常需要社会舆论对改制过程的监督。我国的法院也应寻求对舆论监督和言论
自由的保障与对名誉权的保障之间的平衡，不能因部分报道失实之小而失舆论监督之大。更
何况，正如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水皮先生所说 9 ，不能认定云阳曲轴厂厂长刘步云是“不法
分子”的说法“失实”。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均不难看出，刘步云利用妻子名义下的企业与他
任厂长的云阳曲轴厂进行同业竞争，并把妻子名义下企业的车间设在云阳曲轴厂同一厂区内
（尽管以租赁厂房名义），已是严重的侵吞集体资产的违法行为。目前，云阳曲轴厂工人代
表多次来北京公安部上访，并正在征集选民签名罢免刘步云的地方人大代表资格。这虽然没
有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公民权运动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对于保障我国企业改制健康发展
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本文所分析的两个改制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案例，都是改制过程排斥职工参与和社会舆论
监督造成的。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有了一些新的气象。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干预下，中
国第二大富豪严介和“零价收购”吉林 8 家国企的合同已被终止。这是改制过程中人民民主
参与扩大的表现。我们期待着有关政法部门重新审查通裕集团的改制和云阳县法院的判决，
这不仅是两个个案，而且对于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使改革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具有“时不我待”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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