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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宋江云 /文

见习记者 原金 /文

2030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而因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
利变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布局转变，将会提前十几年开
始转移。

近期，印度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初步结果，印度人口在最
近 10年增加了 1.81亿，总人口已达 12.1亿，比 10年前增加
18%。联合国预计，2030年印度人口就将超过中国。花旗银行
的分析师就指出，在未来的 2010年至 2015年间，印度的国民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8.8%，超过中国的 8.7%。

相比之下，我国每年春节期间总会有“民工荒”的出现，各大
媒体关注的焦点也都集中在用工短缺上。于是，便有这样一种观
点，“民工荒”的背后，隐藏的是我国人口红利逐渐远去的事实。

“人口红利”与“民工荒”

跟之前的年份相比，今年“民工荒”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用工荒”的范围已经不局限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
区，开始向内陆蔓延，甚至在中西部的一些输出劳动力大省也
出现了用工紧缺的现象。

局部性的缺工现象逐渐演变成全局性的用工荒，劳动
力充足的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以我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劳动
力输出大省河南为例，近几年河南省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增
速明显降低，2007 年新增劳动力 200 多万，2008 年为 180
万，2009年不到 110万。到 2009年底，河南省劳动转移就业
总量超过 2200 万人，据河南省有关部门预计，大约在 2013
年或 2014 年，河南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而后将逐
步下降。
但充足的劳动力确实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

献，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
度达到 30%以上，一直以来人口红利也是被国人看做是推动
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之一。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渐变化，劳动力供应总量的不断
减少，人口红利还能够持续多久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
题。“民工荒”的出现是不是人口红利消失的一种表现，也已引
起争论。

而“民工荒”是否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远去？北京
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本报记者坦言，“我国的人口红
利不会消失，古今中外，有人口就有红利，在一般情况下不存
在有和无的问题，只有大小和早晚的差别。”
“民工荒与人口红利不同，民工荒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和需

求之间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劳动力供给不足是相对的关系，
这造成了结构性失业，民工荒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不能
简单的跟人口红利相等同。”穆光宗教授不赞同将“民工荒”等
完全等同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

老龄化后的经济转型

根据瑞士银行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 2015年后进
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这就意味着，
仅仅依靠增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够维持经济的持
续增长，会迫使我国必须寻求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劳动密
集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到其他形式。

有统计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适龄劳动力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人口总抚养比在 2005年以后一
直保持在 40%以下，而在 1982年，这个数据是 62.6%。有研究
表明，我国总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就会相
应提高 0.115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养老压力的不断增加，这是否会对我国的经济
发展带来一定的负担已经成为舆论的焦点。但是穆光宗教授
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人口抚养看做是人口红利是不对的。”
“对人口红利的持续性有信心，但的确随着独生子女新生

代的出现，人口红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能有所弱化，这是需
要引起政府警惕的。”穆光宗教授对记者说。

我国的人口红利在向经济增长转化过程中，主要都是通
过劳动力的增长和流动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出更
廉价的产品。

正是长期以来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
劳动力，才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取得了较长时间的
经济快速增长。所以，我国依靠这种优势促使经济得到迅猛发
展，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使得我国经济发展
的模式单一，严重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随着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
式正在迎接着挑战，如何利用人口红利作为经济转型的突破
口，实现发展的转变迫在眉睫。

在今年 3月份，全国人大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刚要》。其
中明确指出，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变过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穆光宗教授从人口学角度解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人口与经济发展出现失衡现象，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力
短缺发生冲突，这势必要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国家信息中
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也曾经撰文指出，在我国人
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时候，反而能够迫使经济转型和社会转
型。

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有学者早已经提出了挖掘“二次人
口红利”的说法，也就是利用变化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
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来抵消因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消
失而产生的不良效果，从而促使经济的长期发展。虽然此时提
及“二次人口红利”为时过早，毕竟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
老龄化社会，当前的问题依然是当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如何转
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但可以得出结论，当前正是经济转型的
一个契机，必须要把握好。

资源跨区域转移？

印度人口红利的来临会不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
影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就是依托于其
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当日本已经不具备
人口红利优势，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不
存在的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便转移到了“亚洲四小龙”。

随后，等这些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同样将一些产业向
东盟国家和中国的沿海地区转移。于是便有一种观点认为，这
种连续不断的产业转移会在中国继续上演。当中国的劳动力
成本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再具备一定的优
势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资金等资源将会向印度等
还具备巨大人口红利的国家转移。

目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褪去是否会引来地区产业的又
一次转移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
阳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由于我国经济体较大，劳动力人
口众多，我国国内区域之间的发展有很大差异，因此，产业转
移会发生在我国内部，目前劳动力短缺不仅发生在沿海发达
地区，连中西部内部也出现这种情况，就足以说明产业转移正
在国家经济体内部进行。

消失的
“人口红利”？

因“博客门”反对摩根大通和凯
雷基金收购徐工集团而大热的三一
重工，又因“网络举报”而身陷漩涡。

4 月 19 日下午，一位自称曾是
三一重工员工的网民“行贿改变世
界”在天涯论坛、铁甲工程机械论坛
爆料称，三一重工多次采用行贿等
非法手段获取订单。一时间，爆料内
容在各大网站论坛流传，将三一重
工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熟谙网络舆论威力的总裁向
文波，却在个人微博上发布回应，声
称 100 万元的公关费用属实，且“过
于小气，对不起客户”，此举也引起
轩然大波。

据业内人士分析，三一重工此前
已经有计划在香港发行 H 股并融资
30 亿美元，在敏感时期，突然爆出重
大行贿案件，可能意在影响公司的
正常募股计划。而因中国基础建设
和房地产业多年高速发展，三一重
工、徐工集团、中联重科等多家同行
业企业，也均获得了不错的经营业
绩，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

网民爆料

19 日下午，网民“行贿改变世
界”的一条帖子搅热了原本平静的
网络，让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双汇复
牌转移到陷入行贿传闻的三一重
工。

一位自称曾是三一重工员工的
网友，在天涯论坛、铁甲工程机械论
坛、百度贴吧等论坛、贴吧发帖称三
一重工在业务往来中大肆行贿，利
用每一年的春节等传统节日变相贿
赂相关人员，范围之广、数额之大令
人咋舌。“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今
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行贿改
变世界，先送钱，后做事”。
该网民在帖子中公布了多份三

一重工涉嫌送礼行贿拿订单的内部
文件，文件均以图片形式显示在互
联网上，共计 19 张。曝光文件详细
地显示了三一重工新疆分公司在三
个中标项目中的涉嫌行贿行为以及
2011年中字头及水泥行业客户春节
公关费汇总表清单。根据资料，2010
年，三一重工向天山股份屯河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套设备采购项目
数位工作人员发放公关费用高达百
万元以上。

为了鉴别材料的真伪，4 月 20
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天山股份董
秘周林英，她说：“公司得知网上爆
料后非常重视，20 日上午专门召开
了紧急会议，公司的纪检部门正在
调查此事，其实公司在招投标上，有
严格的内控制度，重大采购都会公
开招标。”而对于员工是否收取了
“公关费”，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
复。

此外，另外一份涉嫌春节公关
“中字头”的文件显示，三一重工分
公司、经销商总计申报客户 318 家、
470 人，申报金额 1385.5 万元，初审
应拨付 502 万元，其中中字头客户
386 万元，水泥企业客户 116 万元，
遍布 28个省市。

此份文件的签名人显示是梁在
中，日期为 2011年 1 月 18日。梁在
中是上市公司董事长梁稳根之子，
尽管梁在中不在三一重工上市公司
董事会任职，但外界盛传，梁在中将
成为梁稳根的接班人。

紧急公关

一条网上神秘爆料，让工程机械
行业中惟一一家 A 股市值超过千亿
元的三一重工如芒刺在背。

迫于 20 日股市开盘大跌的形
势，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火速在新
浪微博连发七条微博首次回应行贿
传闻，“网上公布的所谓天山公司
事件经与已经离司的周小明核实纯
属造谣，网上还有一份名单既无文
号，也无领导签字更无公司印鉴那
份纯属造假且水平很差”、“对不起
各位记者，我没接受任何媒体采
访，这已经不是一般新闻事件而是
法律事件”……

20 日下午，三一重工集团通过
公司官网及红网发布消息称，网上
所谓“三一重工行贿门事件”纯属恶
意诋毁、恶意中伤名誉事件，经内部
调查初步表明，自称曾是三一重工
员工、马甲为“行贿改变世界”的网
民，上传的文件照片存在伪造嫌疑，
公司已向长沙市公安局正式报案，
目前，公安部门正立案调查。
行贿爆料公开后，除在北京开会

的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在接受媒
体时称正核实网络举报内容外，面

对行贿传闻，三一重工集团高层却
奇怪地陷入了集体缄默，“在全部真
相查明以前我不会对此事发表任何
意见。”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 20日
的最后一条微博。

尔后，本报记者逐一拨打三一重
工部分高层电话求证传闻真伪，三
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电话拨通后随即
被挂断；公司董事、副总裁赵想章手
机处于关机状态；记者两次拨通公
司宣传部长陈志婷电话，两次听到
铃声“先做人后做事，品质改变世
界，三一重工竭诚为你服务”，可始
终无人接听。
面对风波，业内人士担忧传闻会

影响三一重工 H股的发行。他们认
为，三一重工陷商业贿赂丑闻，对公
司每股收益的影响不大，但可能会
对今年上半年公司港股发行有影
响。

19日晚间，记者注意到和讯网
股吧、百度贴吧、天涯社区、铁甲工

程机械论坛的相关爆料信息都被删
除，至于是三一重工的公关还是网
民“行贿改变世界”的自动删帖，不
得而知。20日，记者致电铁甲工程机
械论坛，试图联系爆料人，无功而
返，铁甲工程机械论坛的一位工作
人员说：“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爆
料人已经‘潜伏’了，他注销了用户，
现在没办法找到他。”
爆料人选择了“潜伏”，可他的那

条帖子，让三一重工高度紧张。三一
重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这场
不速而来的危机。三一重工一位员
工 20日凌晨在微博发泄怨气“掘地
三尺只为找到一个寻死的人……搞
得姐姐我睡不着！静候明日开盘，
怒！！！”19日—20日，记者数次拨打
三一重工新闻联系人的电话，始终
无人接听。

微博回应

受行贿传闻的影响，首当其冲
是股市。20日三一重工股市大幅波
动，最终以 26.27 元收盘，跌幅
4.30%。

与此同时，成交量也创下当日
沪深两市之首，成交量为 28.18亿，
创下今年 1 月 17 日以来的最大单
日跌幅，该股单日总市值蒸发近 60
亿元。
此外，涉嫌受贿方天山股份也

未能幸免，20 日股市下跌 4.46%，报
收 38.96 元，创下 2 月 22 日以来最
大单日跌幅，单日市值蒸发 7.08 亿
元。
有消息称，“行贿门”事件曝光

后，三一重工第一时间便给基金研
究员、基金经理等机构投资者群发
了短信，坚决否认这一事件。

21 日，三一重工股价又突然急
速拉升，上涨幅度超过 4%。业界分
析，三一重工 2011 年业绩预期良
好，混凝土机械、挖掘机和起重机的
销售均有望增长 50%—100%以上，
公司利润更是有望接近 90 亿元，支
撑了市场对三一重工的价值认可。
迫于 20 日股市开盘大跌的形

势，一直处于缄默期的三一重工党
委书记、总裁向文波在 20 日上午 11
点左右，在新浪连发两条辟谣微博，
“一、网上公布的所谓天山公司事件
经与已经离司的周小明核实纯属造
谣，二、网上公布的春季公关费用为
初审表，实际执行费用在 100 万元
左右，对于一家年销售 400 多亿元
的上市公司而言过于小气，献丑了，
对不起客户。三、网上还有一份名单
既无文号，也无领导签字更无公司
印鉴，那份纯属造假且水平很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体会到了匿名
信和网上注水公司的分量！案情还
在调查之中，希望找到匿名信来源
以及真正动机。公司会以公告形式
与大家及时通报。”
而在网上爆出的“行贿证据”

中，有一份“2011 年中字头及水泥行
业客户春节公关费用总表”，该表共
涉及全国 28 个省市的 318 家客户
（470 人），申报金额 1385.5 万元，初
审金额 502 万元。向文波辟谣微博
中“实际执行费用在 100 万元左右”
所指的极有可能是此表。
不过，之前两条澄清微博在 20

日下午就被删除。尔后，向文波再发
微博解释：“在全部真相查明以前我

不会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我所说
的只是初步了解的情况，有人提示
我注意信息披露的问题，我认为这
些建议是对的”、“有一位被所谓爆
料的客户给我打来电话，说向总是
怎么回事？我连饭都没吃过你们的
更不要说受贿了！在此特对受牵连
的各位客户表达歉意！一封不负责
任的匿名信让社会付出如此成本真
的值得反思！”
据记者统计，20 日向文波共发

布 7条微博回应行贿传闻。
有网民认为，向文波先是承认有

100万元的公关费，后又自删微博，
涉嫌“不打自招”，至少是承认了三
一重工存在“公关费”的情形。三一
重工应对这场传闻危机的态度让人
颇为失望，传闻非但没有澄清，反而
让话题引申到了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当中，甚至有网民认为爆料人是三
一重工竞争对手布下的“内鬼”。同
时，也有舆论认为，三一重工行贿表
单一出，引起网上大哗，作为此企业
负责人的向文波或许万万没想到，
此举或失去“中”字头建筑企业客
户，或许从而引发众多“中”字头大
客户中高层领导被中纪委双规调
查，后果不堪设想。诚然，在三一重
工行贿传闻调查结果未出来前，这
些也仅是业内人士和网民的猜测和
疑虑。

H股上市疑云
21日，三一重工微幅低开后，午

后放量上攻，截止到收盘报 27.62
元，涨幅 5.14%，成交 18.87 亿元，终
结 5连阴。

中信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
郭亚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
虽然三一重工 20 日股市大幅波动，
但公司已经出来辟谣，所以此次行
贿传闻对三一重工今年业绩增长影
响有限，不会改变公司中长期投资
价值。同时他认为，行贿传闻不会影
响今年三一重工的 H 股发行。
但仍有专家持不同意见，他们担

忧此次行贿传闻或拖累今年三一重
工的港股发行。此前，有业内人士认
为，三一重工计划今年上半年在香
港上市。3月 24日，华尔街日报中文
网发布消息称，三一重工计划今年
上半年在香港上市，融资总额 20 亿
到 30 亿美元，这是定于年内进行的
香港 IPO 中规模较大的一宗。受行
贿传闻影响，今年上半年三一重工
香港上市也变得疑云重重。
有媒体披露，一位基金公司机械

行业研究员曾透露，就在“行贿门”
事件曝光后，三一重工在第一时间
便给基金的研究员、基金经理等机
构投资者群发了短信，坚决否认了
这一事件。
本报记者从熟悉三一重工的知

情人处了解到，下一步三一重工将
可能会依然公布澄清公告，但假如
该事件没有进入司法调查进程的
话，很可能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更
大影响。
“重大项目中支付公关费用，几

乎已经成为行业内通行的潜规则。
如果没有进入司法调查的话，应该
不会阻碍三一重工的 H 股发行。但
如果这件事继续酝酿和发展下去，
并最终影响新股发行的话，将会打
压公司股价。”

三一重工“行贿门”：
意在狙击 H股上市？

王利博制图

向文波先是承

认有 100 万元的公
关费，后又自删微

博，涉嫌“不打自

招”，至少是承认了

三一重工存在“公

关费”的情形。三一

重工应对这场传闻

危机的态度让人颇

为失望，传闻非但

没有澄清，反而让

话题引申到了整个

行业的潜规则当

中，甚至有网民认

为爆料人是三一重

工竞争对手布下的

“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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