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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
远征认为，地方融资平台模式是
政府出资设立商业性法人机构
作为基础建设的借款机构，使借
款方获得土地出让项目的收益
权，培育借款人的“内部现金
流”；同时通过财政的补偿机制，
将土地出让收入等财政型基金
转化为借款人的“外部现金流”，
两者共同使政府信用有效转化
为还款现金流。这种模式不可持
续性日益显现，集中反映在债务
负担的加重上。

郑春荣认为，在新《预算法》
框架下，这种融资方式和管理模
式已没有发展空间。目前来看，
我国1万多家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较慢，有一些在形式上合法，在
实质上依然是地方政府的“钱袋
子”，需要推进融资平台转型。

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会研究过经济技术开发区建
设投资公司转型问题的专家汤

晓峰建议地方融资平台招聘一
支高素质管理团队，结合区域特
点发展经营性业务，增强自身造
血能力，摆脱对财政资金的过度
依赖。由于政府既是平台公司的
股东、又是平台公司的核心客
户，因此要理顺与政府的管理及
业务关系，形成政企分离的局
面，利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
引导平台公司发展。

不过，宋清辉认为，市场化
招聘对西安高新控股而言是较
大的经济负担。他以贵州大龙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开招聘
投融资平台公司高管的待遇为
例，30万元基本年薪+20万元绩
效年薪+任期激励薪酬，年总收
入最高可达200万元。而成都商
报记者发现，西安高新控股的合
并报表显示，2018上半年支付给
职工的薪酬总共只有200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吴丹
若 摄影报道 制图 李开红

千亿国企年轻高管揭秘
11月5日，西安高新官方微信号发布声明，称李甜等三人无特殊家庭背景

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控股）近期的一次人事调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家总资产上千亿元的国有企业对现有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部分董事做出变更，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

甜是一名“80后”，而两位新任董事分别为“90后”、“95后”。
随着舆论不断发酵，11月3日、4日、5日西安高新区连续三天发布官方声明。根据声明，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局长被

免，李甜等三人也被停职，纪工委介入调查。截至发稿，相关部门未公布后续进展。
多位经济领域的专家认为，并不反对让年轻人担当重任，80后90后高管在民营企业中屡见不鲜，高新控股是一家

拥有千亿资产规模的国有企业，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新任企业管理者的上任有进一步的说明。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高新控股是一家典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

司，目前国内这类融资平台类的壳公司数量不少，通常具有业务单一、高度依赖财政资金等特征。

11月4日和11月5日西安高新官方微信号连发两则声明，回应了三人凭借权力背
景上位的质疑。声明称：李甜等三人被停职；高新区财政局违反国企管理人员任用规
定，擅自变更企业法人代表及董事，局长王进杰被免职。本次舆论关注的李甜等3人，
并无特殊家庭背景，整个任职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打招呼等违纪违规现象。李甜目前
月工资4351元，朱玥目前月工资3600元，赵雪莹目前月工资4200元，在任职前后薪资
无变化。同时，“人形图章”“影子高管”成为社会公众新的质疑。西安有规定要求企事分
离、事业单位员工不得在企业兼职，而此前公司的高管一般都由财政局或其他政府官员
兼任。有当地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新任高管没有履职能力，财政局才是实际控制人。

11月6日，记者探访了位于都市之门的西安佰仕达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11月的一份招聘启事显示，佰仕达是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下属人才服务中心投资组
建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其主营业务之一是为管委会提供人才派遣服务。据人才
服务中心一位员工介绍，李甜的同事都已离职。“有这个人，但你要去问宣传部”是员工
们给记者的统一回复。

高新区党工委宣传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组织纪律不得接受采访。纪工
委将通过官方渠道公布调查结果。

高新控股
与区财政局同层楼办公

11月6日，成都商报记者按图
索骥，却没有找到高新控股。办公
大楼外部没有发现高新控股的企
业招牌，前台接待人员与保安均无
法给出具体位置。在大楼大厅的楼
层分布指示牌上，记者也没有找到
高新控股的企业名称列示。

走遍了19层办公区12间办公
室，记者发现财政局占据了半壁江
山，会计核算中心位于1911室，粗略
估计约有20人正在办公。高新区此
前发布的声明称，李甜三人现均为会
计核算中心企业身份的工作人员。

物业公司表示，高新控股确
实位于19层，但未登记具体的办
公室房间号。19 层的前台人员
说，“内部人员都清楚具体位置，
现在不能对外说。”

这家公司有多少员工？记者
发现，高新控股2018年半年度财
报中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显示，
2018 年 1~6 月，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317574元。
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约为5万元
左右。按照西安高新官方微信的
声明所述，新任三位高管的平均
工资在4000元左右，在任职前后
薪资无变化。而根据公开资料显
示，陕西省2018年一类工资区全
日制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月。
简单推算，其员工人数不到15人。

高新控股财报中明确指出，
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上与控股股东之间具备良好的
独立性。在财报上盖章的单位负
责人为阎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人与会计机构负责人为李捷，两
人当时均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任职。

中诚信国际出具的高新控股
《2018 年度主体信用评级报告》
中也指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法人治理结构。

资产超千亿
负债高达800多亿

西安高新官方声明称，西安

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属于高新区政
策性公司，由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控股 70%，高新区科技投资服务
中心控股 30%。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高新控股公司总资产1270亿
元，净资产403亿元，负债867亿
元，2017年公司获得政府债务置
换18.74亿元。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指出，高新控股是一
家典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
司，目前国内这类融资平台类的
壳公司数量不少，通常具有业务
单一、高度依赖财政资金等特征。

安徽省一家国有商业银行长
期从事与经济开发区融资相关工
作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这类融
资平台企业只是政府部门的另一
种存在形式。“这一切造就了平台
公司强大的融资功能，名为企业
借款，实为政府部门通过企业间
接向银行借款。”

据《界面》报道，上海财经大
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郑春荣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有一些基本特征：

一是主要为股东（即当地政
府）服务，关联交易比重极高。高
新控股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显示，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占公司
应收账款总额的97.08%。

二是主要从事基础设施投资
和公用事业。高新控股在高新区
内独家从事基建投融资和管理业
务，同时拥有供水、供电、污水处
理等主要公用事业的经营权。

三是公司利润主要来自财政
补贴。报表显示，近三年，西安高
新区管委会对该公司的财政补贴
分别为 6.09 亿元、7.05 亿元和
8.88 亿元。除 2017 年以外，2015
年、2016 年以及 2018 年第一季
度，公司营业利润皆为负，依靠财
政补贴才得以扭亏。

四是法人治理结构虚设。表
面上看，此类公司的股东大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齐备，实际上这类
公司仅仅是开发区管委会的“财
务部”。公司拥有千亿资产实际上
只具有“合并财务报表”的意义。

属于高新区政策性公司，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控股
70%，高新区科技投资服

务中心控股30%。

公司
是何属性？

负债达800多亿
利润来自财政补贴
2018年半年度财报显示，高新控股的注册地
址与办公地址都位于都市之门A座19层。

专家会诊
地方融资平台前景如何？怎样转型？

80后任董事长 95后任董事

《西安市国有企
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规定，担任
国企领导人员应当

“具有在大中型企业
中层及其以上管理岗
位任职的经历，或具
有在相应层次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中层及
其以上岗位任职的经
历。”

此前公示的简历
显示，李甜“历任西安
佰仕达人才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员工”，其余
两人更是职场新手，
三人的工作经历并未
达到规定任职资格。
参与调查的纪委系统
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表示，李甜以劳
务派遣身份供职于高
新区督察考核办、会
计核算服务中心，实
际从事岗位为会计。
三人都是普通家庭出
身，家境最好的一位，
父亲是西安交通大学
的工程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目前高新控股的董事会和监事会10名高管中，
全部是“80、90后”（除两人为80后外，还包括5名85后，2名90后，1名95后），其中年
龄最大的是1981年4月出生的董事郭晶；年龄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董事朱玥，
2017年刚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11月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朱玥曾就读的陕西师范大学。记者在
校园内询问了30位教职工和学生，虽然近半师生对此事有所耳闻，但对于校友朱玥
并没有什么印象。“不是什么校园风云人物”“普通学生吧”是朱玥留给两位陕师大直
升的研究生的印象，他们是朱玥大学本科时期的同级校友。

陕师大校方则出于保护毕业生个人隐私的原因，未向记者提供朱玥的在校表现
情况，并对“80后90后千亿国企高管”一事不予评论。

95后董事朱玥 校友对她“没什么印象”

董事长李甜 一个月内上任7家公司高管
记者同时注意到，李甜并非仅为高新控股一家企业的高管。天眼查显示，李甜

在7家西安公司担任高管，这些公司均为高新控股投资公司，部分为全资子公司。天
眼查微博称，上述7家公司均是在2018年9月15日至10月8日一个月内完成了李甜
作为公司高管的变更。变更前的法人为高新控股前任董事长、总经理阎玲，她曾兼
任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局长。

凭权力背景上位？ 西安高新官微：无特殊背景

截至2018年6月底，高新控
股公司总资产1270亿元，净
资产403亿元，负债867亿
元，2017年公司获得政府债

务置换18.74亿元。

规模
有多庞大？

以李甜为代表的高管团
队真的能掌舵这家千亿

公司吗？

80后90后

掌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探访
漩涡中的西安高新控股

高
新
控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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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册
地
都
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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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
高管

大学本科学历。历任西
安佰仕达人才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员工。曾任西
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兼总经理

籍贯宁夏银川，2016年
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华清学院。2016年8
月至2018年3月，就职
于华夏银行银川分行。
曾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

籍贯陕西西安，2017年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曾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

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山
西省临汾市交通局办公
室文员、中国联合通信
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员
工、西安佰仕达人才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现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