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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内蒙古新左旗政府与义龙热力纠纷

专家学者为打造诚信政府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张现社

借款的名义支付给义龙热力公司

‘
‘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4000 万至 6000 万元不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主要包括旗政府各机关事

一家民营企业从被招商引资进来投资
建设，到协议中的部分条款没有履行甚至出
现“偷、强接管网”纠纷，到七年过去了政府
部门仍不为企业办理热力公司备案手续，再
到针对企业供暖的亏损，政府该为企业补贴
多少、怎样纳税、怎样核算？ 政府管理部门至
今都没有出台正式文件。 这场政商纠纷不仅
损害了民营企业的利益，也给当地的营商环
境蒙上了一层阴霾。“打造诚信政府优化营
商环境”不应该是一句口号，而应该真正落
实到政府依法为民营企业在投资兴业过程
中遇到的生存发展问题排忧解难的具体行
动中。

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扎实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9 月 8 日由中国
商报营商环境研究中心主办、 城市
建设杂志社协办的首届“
打造诚信
政府优化营商环境” 研讨会在北京
召开，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专题
内容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主题发言
及广泛深入的探讨。
研讨会围绕内蒙古义龙热力公
司等民营企业代表在投资兴业过程

中遇到的生存发展困扰的案例，专

业单位的冬季取暖费、 旗政府对供
暖企业的煤电补贴费， 以及偿还旗
政府原欠义龙公司的工程款等，而
用于支付政府出动警力强接的供热
面积仅占很小一部分。为此，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第二巡视组 2015 年在
对新左旗进行巡视时，向旗委、旗政
府提出了整改要求。然而，巡视过去
了两年有余，新左旗委、旗政府公开
承诺的所有整改措施至今仍未落实
到位。更不可思议的是，新左旗政府
管理部门时至今日 仍 不 给 企 业 办
理热力公司备案手续，在每年的
供热季， 义龙热力公司都是依照

家学者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为企业发

旗住建局开具的“
运行指令”进行运

“打造诚信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研讨会现场。

营的。

展解疑释惑。 并针对近年来一些地
方普遍存在的新官不理旧账、 营商

建淼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国人民大学诉讼案例研究中心

视台还以《义龙热力暖草原》为题对

又组织警力， 强行将个别领导外包

针对企业供暖的亏损， 政府应

环境问题多样等现象， 结合内蒙古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

研究员、 法学博士后姚树举主持了

义龙热力公司供热项目进行了报

建设的二三级管网接到由义龙热力

该为企业补贴多少、 企业该怎样纳

自治区党委、 政府 8 月 31 日 出 台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锡锌教授， 国家

研讨会。

道。

公司投资建设的主管网上，造成“小

税与核算？ 旗政府管理部门至今都

的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工 作 实 施 方

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

据了解，2012 年， 为了改善当

然而，随着 2014 年新左旗政府

马拉大车” 的怪象， 使供热质量下

没有出台正式文件， 使企业的财务

案 ”， 就 如 何 打 造 诚 信 政 府 、 优 化

博士生导师、 中央组织部全国领导

地热力不足的状况， 内蒙古新左旗

的人事变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新

降，引起了居民的强烈不满。新左旗

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相关报道详见

营商环境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

干部竞争上岗考试特聘专家组成员

政府以配置 1 亿吨煤资源为优惠条

任领导不再履行旗政府与义龙热力

“供暖不足， 几千户居民寒冷中过

中国商报 2018 年 8 月 25 日 《内蒙

建议。

马庆钰教授， 以及国务院参 事 室

件，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义龙

公司签订的有关协议， 并将应该由

冬” 的现象，2014 年底被央视新闻

古新巴尔虎左旗： 被供暖困扰多年

曝光。

的故事》）。

与会专家学者有中国政法大学

新闻顾问赵德润，国务院新闻办

热力公司入驻。 义龙热力公司当年

供热企业施工的三级管网工程外

终身教授应松年， 国家行政学院法

秘书局原局长王新明，中宣部政

即投入 1.78 亿元建厂铺设管网，并

包。 义龙热力公司多次与旗政府交

经央视曝光之后， 新左旗政府

学教研部主任、 博士研究生导师胡

策研究院原研究员魏光朗等。 中

于当年实现供热。为此，呼伦贝尔电

涉无果。 2014 年 10 月 2 日，旗政府

自 2014 年起，每年以企业应急供暖

对于此类案例， 与会的专家学
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专家发言摘登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核心
今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

应树立诚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景下召开这样的研讨会非常必
要。

政府的供热纠纷中， 旗政府在

项约定义务。 并指出，将建立政

而具体到义龙热力公司与

其中应负主要责任， 而供热企

务领域失信记录和实施失信惩

别强调要加强法治政府和法治

新左旗之间的供热纠纷这一个

业则负次要责任。 因为事情的

戒措施作为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社会建设，依法防范风险、化解

案， 因为当初义龙热力与新左

起因是政府的合同违约问题，

的主要方面，将危害群众利益、损

矛盾、 维护权益。 在现代社会

旗政府双方签订过合同， 而如

如当初承诺配置 1 亿吨煤田，

害市场公平交易等政务失信行

中，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

果政府不履行合同， 擅自同意

最后却没有落实到位。 这些违

为作为治理重点， 不断提升各

的核心， 没有政府的诚信就没

第三方强制性入网， 导致企业

约行为导致了企业经营难以维

级人民政府的诚信行政水平。

有社会的诚信。 提升政府公信

取暖费用收不上来这一情况属

持、 供热服务受到影响等等一

另外， 今年 3 月 5 日李克

力，必须要确立阳光政府、法治

实的话， 那么政府的行为肯定

连串后果。 这一事件的实质是

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

政府、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的

是违法的。 因为接入热力管网

政府的诚信问题。 在 2016 年颁

强调，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决不

新理念， 树立诚信政府的新形

不仅有技术安全方面的要求，

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

能随意改变约定，决不能“新官

象， 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

也有合同上的约定。 如果双方

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特别强调，

不理旧账”。 而在义龙热力公司

胡建淼

好的法治环境。 因此，从宏观角

已有合约在先， 那么强制入网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度说，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

肯定是不能允许的。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政府应做诚信遵守契约的表率

这一个案中， 地方政府显然违

府采购、 招标投标等市场交易

背了这一原则。

政府失信会极大损害当地营商环境

党中央、 国务院一直都在

这些年出现了太多基层单
位说话不算数、 新官不理旧账

义龙热力公司与新左旗政

地政府的某些行为有损企业利

的重要性，时下，不讲诚信不讲

的案例。 很多问题本来可以在

府的供热纠纷很明显地暴露出

益，但企业还不准备撤离，还希

法治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基层解决， 但就是因为地方政

了地方政府不讲诚信的问题。

望能在当地继续服务下去。 所

大问题。 春秋《左传》中晋文公

府的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而使

对于已经签订的协议， 不仅不

以， 建议双方还是应当采取进

就讲：“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

其变得严重。 政府首先应当做

能很好地履行， 甚至还动用警

一步协商的办法， 地方政府首

也。 ”信用是国家的法宝，老百

诚信遵守契约的表率。 我们通

力强接管网。 这首先是违反了

先要做出反省， 反思自身在诚

姓就靠其庇佑。 而且，孔子也提

过座谈会和媒体报道这样的舆

诚信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信政府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

倡“民无信不立”。 孔子讲的原

论监督， 请当地政府做一个反

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诚信， 如果

双方应通过协商， 找到更好地

始含义就是政府诚信。 孔子的

思，做错了就应当勇于认错、勇

政府不讲诚信， 就会极大损害

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便让企业

弟子子贡问政， 询问该怎样治

于改正错误。 只有这样，才能赢

当地的营商环境。

为当地居民更好地提供供暖服

理国家，孔子讲“足食、足兵、民

得企业和百姓的信任与尊重。

信之矣”，子贡问三者必不得已

如果企业、 政府、 百姓都讲诚

先去哪项？ 子曰去兵， 又说去

信，都尊重法律，依法办事，那

食，留下信用，可见其把当权者

么许多问题和矛盾是可以在基

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

的信用看得有多么重要。

层得到很好化解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 虽然当

务。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建设法治政府 加强产权保护

违法行政和滥用职权损害政府公信力

中共中央、 国务院出台的

诚信政府是现代民主社会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

中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 是整
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 对于

这次研讨会在加强诚信政

暖费多年收不上来， 这是对企

保护产权的意见》 明确指出：

府、 法治政府建设及优化营商

业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权的侵

“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

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

护”“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政务

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 召开“打
造诚信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研讨

环境方面的意义重大。 对于义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报国寺

各级人民政府在债务融资、政

强调建设法治政府、 诚信政府

赵德润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领域应诚实守信， 严格履行各

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特

马庆钰

王锡锌

在义龙热力公司与新左旗

害。

龙热力公司这一个案来说，其

而滥用职权则体现在旗政

诚信建设， 地方各级政府及有

中比较明显的是地方 政 府 存

府动用警力强行接管供热设

关部门要严格兑现向社会及行

会”，旨在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和

在违法行政和滥用职权的问

备， 这种行为涉及到了违法行

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

政务诚信建设， 将政务履约和

题。 违法行政主要体现在：首

政、滥用警力、滥用职权 ， 甚 至

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

守诺服务纳入到政府绩效评价

先，旗政府 违 反 双 方 协 议 ， 擅

可以说是滥用公权力的行

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

体系中，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

自同意第三方企业承接后续

为。 这种违法行政、滥用权力

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

加强产权保护， 根本之策是全

供热工程， 这种行为不仅违

的行为，对涉事企业的人身权、

不得以政府换届、 领导人员更

面推进依法治国。 只有全面推

反了合同法， 同时在公法上

经营权、 财产权造成了一定程

替等理由违约毁约”。 应当说，建

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诚

也与政府诚实守信的义务背

度的侵害。 这种做法，对区域内

道而驰。 其次，旗政府强接私

的法治环境、 营商环境造成了

接 热 力 管 网，导致企业无法与

非常恶劣的影响， 极大地损害

被供热用户签订收费协议，取
邮 编 ： １０００５３

了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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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加强产权

信政府， 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

姚树举

保护，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

制，才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从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而更加有效地保护各种所有制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

经济产权。

法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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