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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办法吸引大资本进入，并进行大规模、低成本的公司化运营，仅靠自然流动的中小资本，

就很容易产生菜烂在地里也没人要的现象。

面对忽高忽低的菜价，政府应该尽量遵循市场规律，制定长期的引导蔬菜种植、销售市场发展的机

制，同时建立公益性的大型蔬菜公司，加强管理和运营，避免出现各方利益都受损的现象。

见习记者刘成昆何芳 /文

（上接第一版）
“在国资委要求央企进一步突出与做强主业的要求下，未

来央企转让地方企业股权的项目肯定会越来越多。”北交所内
部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表示。
“集团已经制定了内部清理整顿的计划，未来还要继续规

范其他地方的一些公司或投资的项目。”某央企新闻发言人向
本报记者坦陈，近期挂牌转让的几个地方项目既有辅业资产
也有经营效益不佳的主业项目。

不良资产占多数

虽然挂牌转让地方项目的原因有所不同，但是八成左右
挂牌项目处于高额负债或亏损状态的现实，足可以看出央企
的甩包袱之举。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晓庄告诉本报记者，
央企地方项目的清退一方面是响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另一方面也是自身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增加一些好的
项目，淘汰差的项目都是正常的。”周晓庄说。
“在国资委房地产退出令的背景下，同时赶上了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与规范的转型，所以把既不是主营业务，效益也
不好的项目挂牌转让，以便腾出资金发展主营业务。”中国工
艺（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志杰对本报记者表示。

中国工艺此轮挂牌出让的华茂置业和中艺联合工贸有限
公司 30%股权，都属于优化主营结构。2010年末华茂置业的
资产总额为 18亿元，负债总额 13.5亿元，主要资产为北京东
四环中路的美罗城购物中心；而中艺联合工贸 2010年虽然实
现营业收入 141776.38万元，但净利润仅为 515.87万元，考虑
到公司在该项目上所占股权比例较低，为了规范管理与加强
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所以将其挂牌。

而对于较多的矿业项目的转让原因，央企给出了自身结
构调整与地方矿业开采政策变化等客观因素，尽管如此，矿业
项目的亏损仍是其不可否认的事实。

根据年度审计报告，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抛售的甘肃中盛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抛售的四川农戈山多金属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分别亏损 1341万元和 255.79 万
元，前者 2011年前 2月净亏损 452万元，后者亏损 8.28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四川农戈山多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农戈山铅锌矿项目目前整体处于停工状态，能否开工以及
何时开工，都还是未知数。

当然，项目自身存在问题也是原因之一。资料显示，中国
黄金集团公司旗下华泰黄金矿业公司矿区所占用土地为租赁
土地，存在产权瑕疵事项。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此转让项目评
估范围内的尚家沟矿区采矿权，是否涉及国家投资和是否需
缴纳矿业权价款，目前也无法确定。
“因为存在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项目转让方一般会

优先将这样的项目推向市场。”上述北交所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除了历史原因之外，央企地方项目亏损也有自身投资或

经营失利的因素。比如仍处挂牌期的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
2008年 9月以 2172万元的价格被中国黄金集团子公司中金
黄金收购，但 3年之后，公开的挂牌价格降到 1913万元，单从
价格上就损失了 259万元。
“央企经营部分辅业项目市场整体衰退，经营效益逐渐下

降，导致地方项目亏损。”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认
为，央企部分地方企业项目虽然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但是由于
经营范围过大，地方项目在市场供求调节、提高主营业务竞争
力方面政策执行力度效率低下，导致经营业务陷入恶性循环，
从而出现亏损。
“自己手里没有资源支持它的发展，而其他实体或个人的

进入却可以做得更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位央企新闻发
言人表示，类似这样的项目应该毅然决然地转让出去。

地方扩张隐患

本报记者从青海绿色经济投资贸易洽谈会组委会了解
到，将于 6月份在西宁召开 2011“青洽会”，确定了包括央企投
资项目在内的签约目标任务 1500亿元。中铁、中铝、中电投、
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五矿等央企已经确定参展青洽会，其中
部分央企将在会上签约落地青海的合作项目。

但跟青海比起来，携带庞大招商团进京招商的广东、甘肃
等省份在榜央企的规模与方式上要略高一筹。3月 2日，甘肃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带队赴京召开与央企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项目共 208 个，总投资超过 1.1 万亿元。
同样在 3月，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带队的广东省政府招商团
来到北京，与 71家央企先后签下 249个合同项目，总投资
2.539万亿元。

而早在前两年，安徽、湖南、浙江、江苏、四川、江西、上海
等十几个省市与央企举办了对接活动，项目签约额都在千亿
元以上，涉及的行业包罗万象。
“近年来，央企进行了全领域、全产业链的扩张，假如未来

可能存在经济波动，央企的亏损面就有可能扩大。”白朋鸣对
本报记者分析说，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央企近年来无限整合产
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这将使得央企的经营范围继续扩大，而经
营范围过大意味着主营项目的核心竞争力被稀释，有可能导
致上游经营项目市场衰退，产生大量的账面浮亏。

从经济形势来看，2011年全年“高经济增长，高通胀”成为
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政府经济政策趋于治理通胀的影响，而
随着经济通胀治理的结束，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导致实体经济
整体减缩。“由于央企的经营领域过于繁多，公司政策执行力
度较慢，极有可能导致央企二三级公司由于政策执行力低下
从而出现亏损。”白朋鸣说。

为防止目前大规模的央企转卖地方项目再次发生，白朋
鸣指出，央企的地方扩张应当着重注意两个战略目标，首先，
应当保持经营项目盈利的最基本目标，央企的地方扩张在于
整合市场，达到将央企“做大做强”的根本目标；其次，提高经
营项目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央企的经营范围过大，对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稀释比较严重，央企在地方扩张也应当注意积极提
高经营项目的竞争力，维持央企经营业务的稳定。
“央企有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从这一点来看，央企在

地方的投资扩张无可厚非。”周晓庄认为，央企的地方扩张既要
符合国家战略，同时要根据自己的行业特征进行自主谋划。

她还告诉本报记者，央地对接中，要让地方企业自己选择
是否以及如何与央企合作，政府尽量不要行政干涉地方企业
的市场行为。

同时地方政府在接纳央企时不应当过于盲目，应该考虑
到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尽可能选择补充性经营项目进驻，从
而避免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过度引入央企有可能导致
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化，不利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白朋
鸣提醒说。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专家
殷大卫持相同观点。“央企与地方都要有所选择的进行合作。”
殷大卫告诉本报记者，央企投资地方应该是主要选择那些地方
不具备实力或难以企及的一些领域，比如高新技术项目等。

央企地方项目转让潮

遗失声明

北京顺天凯特商贸中心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注册号：110113604170611（1-1）。特此声明

（上接第一版）

神秘德翰集团

复牌后的 TCL股价，虽然退去了
“稀土传言”的炒作概念，却由于与三
星的战略合作立足做强主业也给资
本市场带来了信心，TCL股价多次触
及涨停并最终大涨 6.9%。第二天（4
月 24日），TCL股价再度大幅波动接
近下午收盘前半个小时跌停。
短短两天间，TCL股价的波动让

不少股民“坐了一回过山车”，而层出
不穷的各类利好消息甚至传言在推
高 TCL股价的同时，也让市场不得不
生疑：这一轮的 TCL股价上涨，到底
是受到企业业绩利好的支撑，还是另
藏玄机？
对于上述疑问，本报记者一直联

系 TCL集团董秘黄旭斌，但电话一直
未能接通。随后，记者又向 TCL集团
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梁启春发去采
访提纲，直到本报截稿前，梁一直未
做正面回复。

TCL 集团证券事务代表何陟华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则透露：“新
疆 TCL能源公司早在去年就成立了，
成立的背景主要是创投公司的一种
正常的投资行为。你也知道，去年新
疆的招商引资力度很大，而且新疆的
矿产开发也比较热。”
随后，记者先后致电新疆拜城县

招商局以及 TCL能源公司另一股东
新疆兴宇华安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代表王晓旭。拜城县招商局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拜城确
实于去年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铌钽矿，
不过目前这件事情已经交由北京的
德翰（音）集团在做前期的勘察和规
划，具体情况可以向德翰集团了解。”

而记者多次联系王晓旭，王在接
听电话了解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以
“正在开会”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而北京德翰集团则以负责人不在为
由，拒绝向记者透露在拜城铌钽矿的
开发进展情况。

记者通过工商查询获悉，北京德
翰集团应指德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为吴兴旺，而吴兴旺名下另
注册有德翰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 15000万元，应当是投资铌钽矿的
主体公司。但此公司相对低调，与
TCL公司存在何种关系，尚待调查。
新兴投资

一位接近李东生的知情人士向
本报记者透露，去年，李东生曾明确
表示过在做强多媒体、数码通讯、部
品、物流服务等主业基础上，还要积
极向环保新能源、医疗电子等领域布
局。为此集团每年将专门拿出 2%—
3%流动资金作为支持。

何陟华向本报记者透露，TCL集
团有专门的创投公司，一直在对一些
新的项目进行投资。对于环保新能
源、矿产、医疗电子均属于正常的投
资行为，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未来重点
发展的业务或方向。

2010 年 2 月，TCL 集团以 5232

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北京国药恒瑞美
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82%的股权。
当年 6月，北京国药恒瑞美联再度收
购了北京恒瑞美联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开始加速对医疗电
子领域的布局。

2011年 4月，TCL奥博 (天津)环
保发展有限公司已在天津正式投产，
一期项目将达到 10万吨(300万台)废
旧家电年处理能力，平均再商品化率
达到 85—90%以上。二期工程计划达
到年处理废旧家电 20—30万吨的规
模，最终实现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分
类、无害化处理到循环利用。

对此，安徽工业大学市场营销系
主任李德俊指出，做强多媒体等主业
是 TCL最明智的选择。“作为一家专
业的消费电子企业，TCL集团的优势
还是集中在传统家电、数码通讯、电
子产品分销等领域上，对于环保新能
源、矿产等项目只能属于关联性的战
略投资，短期内很难寄予这些项目推
动业绩和利润的增长。”

主业前景

当笼罩在 TCL上空的“稀土矿产
开发”传言迷雾逐步褪去后，需要重
新审视 TCL集团现有的几大主营业
务架构，能否支撑起 TCL股价的持续
上涨。在经历了当年并购汤姆逊彩电
业务、吞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阶段
性困局后，TCL又应该如何把握做强
主业与探求新投资机会的平衡关系？

家电业专业人士认为，不要因为

市场上稀土矿的传闻，而低估了此次
TCL 与三星在液晶面板项目合作的
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三星在全球
液晶业排名第一、而 TCL则排名第
二。此次合作是全球的液晶老大与中
国的液晶老大的战略结盟，虽然双方
在市场上同为竞争对手，但竞争的最
高境界，就是合力消灭其它强势对
手。”
“双方的合作，是 TCL夯实液晶

电视主业的一种持续性战略投入，既
符合国家推动彩电业从制造向创造
升级的转型目标，也有利于提升 TCL
未来在全球液晶市场的话语权。”中
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林元
芳说。

目前，TCL已在呼和浩特、乌鲁木
齐、天津、成都、惠州、深圳等地建立
了多个工业园项目，全国土地储备在
百万平方米以上，较当初拿地成本已
经实现了较高的增值。2010年，TCL
更是宣布与万通共同进军工业地产。

对于此前备受各界质疑的 TCL
国际化遭遇的阶段性败局，李东生则
坚持认为，国际化是未来很多中国企
业必须经历的一关。在国际化领域放
慢道路是短视的行为，中国企业必须
坚定地走出去，也必须向产业上游挺
进，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2011年 3月份，TCL全球手机达
321.20万台，液晶电视销量 50.17万
台，AV 产品 3 月销量 177.17 万台，
空调、冰箱及洗衣机销量分别为
39.18万台、9.27万台及 5.12万台，预
计一季度盈利大增。

“如果菜农的菜卖不出去，我们
的种子还怎么销售？”某跨国蔬菜种
子公司销售员赵小磊在接到本报记
者采访电话时，正蹲守在山东寿光帮
当地菜农卖菜。

蔬菜价格，已经扑朔迷离至令人
无法理解的程度。一方面，菜价持续
高涨，CPI 通胀压力陡然增大；一方
面，蔬菜产地价格却不正常下降，部
分地区白菜收购价已经跌至几分钱
一斤。根据商务部 27 日发布的商务
预报监测，4月 18日至 24日，重点监
测的 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
周下降 5.9豫，已连续四周回落，累计
下降 21.1豫，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菜价，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然而时处春季，正是蔬菜种子的
销售高峰，但严重的市场滞销已经影
响到种子的正常销售，蔬菜产业链受
到整体性的严重影响。
“寿光卷心菜跌到 8分钱，还是

无人问津。许多菜农干脆不卖了，将
它烂在地里沤肥。没有利润时，作肥
料是最无奈地选择。”赵小磊说。

资本抽离

“蔬菜价格虽然是民生热点，但
背后却是被忽视的资本流动，也就是
纯粹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
山东寿光一名蔬菜行业调研员对本
报记者说。
“除去天气异常、农民扎堆种植

等因素外，很多人为干预因素也对推
低菜价起到了重要作用。”赵小磊也
认同这种判断，他向记者提及了很多
地方媒体关于政府干预菜价的报道：
在去年底蔬菜价格快速上涨之后，各
地纷纷出台相关措施进行调控，西安
市强化市场价格监管稳定物价、乌鲁
木齐采取设立蔬菜直销店等应对措
施、长春市采取发放补贴等措施抑制
蔬菜价格过快上涨……
“这些行为，都对抑制菜价起到

了重要作用。因为菜价过低，许多资
本撤离了蔬菜的初级市场，其中最多
的便是从事蔬菜贩卖和流通的社会
资源。他们的撤离，使得农村蔬菜无
法被及时收购运到城里，才造成今天
的滞销困境。”赵小磊说。
一位专业从事蔬菜批发的货商

向本报记者透露，2010年底菜价持续
上升时，有关部门实施了总体价格控
制，对进入蔬菜批发市场的菜品设定
了指导价格，但扣除中间运输环节的
硬性成本之后，蔬菜批发商的经营基
本处于净亏损。由于资本流通需要一
定的利润回报，在利润趋薄甚至有可
能亏损的情况下，蔬菜经销商失去积
极性，根本就不去收菜。
赵小磊介绍，由于没有大资本愿

意介入蔬菜贩运中来，现在进行蔬菜
转运的都是小菜贩，但农产品收益不

如其他产品，不仅要支付很多费用，
又要组织人力进行琐碎的收菜工作。
“天天要往田间跑，一个一个谈价格。
没有办法吸引大资本进入，并进行大
规模、低成本的公司化运营，仅靠自
然流动的中小资本，就很容易产生菜
烂在地里也没人要的现象。”

渠道软弱

蔬菜难销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
不能远距离运输，中间蔬菜商从田间
每个农户手中收菜再通过运输送到
城市里的菜市场，中途运输费用居高
不下，没人去做没有利润的事情。

在北京新发地蔬菜市场，记者询
问部分搞批发的商贩货源地，他们说
菜全是从香河、承德等地运来的。而
中国最大的蔬菜基地寿光的菜，却因
为高昂的运输费用，无法过来。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汪同三表示，中国流通业费用的几个
数字让人震惊，全世界 82豫的收费公
路在中国，流通成本占 50豫—70豫。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预测部
主任吴晓求表示，国内农产品生产价
格素来都是“涨很难、跌很快”，农民
是弱势群体，在中间商面前缺乏谈判
能力，中间商通过渠道来牟利，最后
通过层层加价到了餐桌上价格就高
了很多。

但实际上，中间商的抗市场风险
能力并不稳定。从菜农手中收上蔬菜
来，才只是承担风险的开始，尤其是
还得考虑城市里的销路，农产品保质
期很短，一旦市场估计错误，成本就

完全要自己承担。中间商不能直接在
城市里销售蔬菜，要受制于城市里的
市场，只能将蔬菜销售给超市和当地
的蔬菜批发商。

然而超市从小菜贩手里收菜，不
但没能帮助小菜贩解决蔬菜销路问
题，却给小菜贩带来很大的压力。

据记者了解，现在超市与商贩的
结款模式是产品销售以后再给供货
商回款。小商小贩的实力弱小，资本
少，根本无法承受超市的回款方式，
钱押在超市里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
没有资本再去收菜，如此一来必然导
致菜农的菜更没法销售。

蔬菜中间商辛苦却收入有限，但
农民认为他们压价收购蔬菜，城里居
民认为菜价太高是他们的行为导致
的结果，两边都对他们有误解，中间
商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大公司出路

“今年的蔬菜价格走势，是违背
正常市场规律的。”一位蔬菜批发商
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正处春夏交替，
蔬菜还未到大规模上市时期，现有蔬
菜尤其是叶菜应当有市场需求，正常
的情况应该是随着市场对叶菜需求
增加，然后传导到价格上来，导致价
格变高。

而现实恰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
展。农民因蔬菜丰收而受损，市民也
因菜价高而埋怨，中间商也说自己没
有利润。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降

低流通费用，减少中间环节。关键是

要放开市场。”赵小磊说，一直希望能
有大资本进入蔬菜市场，这样蔬菜流
通就会变得更加通畅。但因为利润太
低，大资本不愿意介入，做蔬菜不如
做房地产，谁愿意来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近期政府的宏
观调控有效地控制了菜价的上涨，降
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但今年 3月份
国家发改委约谈数家农业生产企业，
要求其不得任意涨价，这在某种程度
上层层打压了蔬菜收购价。
“调整蔬菜生产困境的前提，是

政府尽量少干预菜价。蔬菜价格不能
由政府规定，应该由市场调节，价格
涨的时候，正是吸引其他行业资金向
农业流转的好机会。”

在市场情况下，蔬菜批发商就会
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运作，这在多位蔬
菜经营者看来，是理想的模式。“目前
城市的蔬菜流通模式是不对的。超市
卖菜并不是普遍国情，中国人还是喜
欢到蔬菜市场去买。而超市在支付蔬
菜款项和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延期数
月才支付货款。但其他商品背后都是
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
获得资本支撑，而蔬菜商人却很难具
有这样的实力。”
“在种子行业，孟山都一家公司，

就做到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总市值
高达 400多亿美元。面对忽高忽低的
菜价，政府应该尽量遵循市场规律，制
定长期的引导蔬菜种植、销售市场发
展的机制，同时建立公益性的大型蔬
菜公司，加强管理和运营，避免出现各
方利益都受损的现象。”赵小磊说。

蔬菜滞销的“市场化”之踵

山东潍坊
一菜农出
钱雇人将
自己家种
植的白菜
清理出大
棚，扔到
了路边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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