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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危
机，正在向中小企业逼近。
“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

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
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
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温州中小
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5月13日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周德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中
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他一直在跟踪中
国中小企业协会覆盖全国范围的调
查系统，并为系统提供温州的中小企
业动态。

根据今年的系统监测信息，周德
文判断说：“现在中小企业已经出现
新一轮危机，而且比2008年那一轮更
为严重。”至于中小企业目前半停产、
停产甚至倒闭的比例，周德文表示
“太敏感，不能说”。

此前，全国工商联耗时两个多月
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进行调
研，结果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
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时更加艰难。

温州老板接连“失踪”

5月10日下午，温州最高气温达
到33摄氏度。
温州市百里路麻行小区3幢1701

室，大门上贴着“西西里”托管连锁机
构海报，上面印着报名费用等信息。
室内则是一片狼藉，一些教学用品已

被打包到一旁，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处
理留下来的书本。
“前天我接到主管电话，告知老

板不知跑哪里去了，教学点将要关门
停业，并要求帮忙通知家长。”这位工
作人员介绍说。

目前，“西西里”百里路教学点有
22名学生，瓦市教学点有13名学生，
“这些学生都已缴纳了这个学期的托
管费，有的连下半年的托管费都缴
了。费用以一个学期为期限，在1000
元到6000元不等。”

不知所踪的老板名叫洪邦云，早年
在温州瑞安注册了托幼机构“西西里”，
之后将网点延伸到乐清、温州市区、台
州的温岭、椒江等地，共有60个教学点。

温州瑞安警方当日正式宣布：西
西里连锁教育机构全面停业，警方已
立案介入调查。

洪邦云并不是第一个突然从人
们视线中消失的温州老板。

从4月初起，乐清的电缆制造企
业三旗集团濒临破产，温州龙湾区的
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因运营者黄鹤携
家人“出走”而停业，温州餐饮连锁品
牌波特曼、港尚记因老板严勤为夫妇
“消失”而歇业。

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这几家
企业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他们名
气大，实际上玩失踪的温州企业远不
止这几家。从春节以来，很多工厂实
际上一直都没有开工。”
“而且，病入膏肓的也不仅仅是

温州企业。我昨天刚从北方回来，内
蒙、天津的中小企业现在问题也很严

重，日子都很难过，很多企业可以说
是危在旦夕。”周德文说。

近日，内蒙古包头的富豪惠龙集
团董事长金利斌因深陷巨额债务自
焚身亡。周德文说：“不管是温州还是
内蒙，银根紧缩后民间借贷盛行，这
些企业老板失踪或者自杀，都是被高
利贷逼的。”

不借钱开不动机器，借了钱又还
不起利息。面对不断攀升的资金成本
和越来越薄的利润，对于很多中小企
业而言，融资无疑是饮鸩止渴。
“常州的坯布厂现在全面告急。”

常州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
记者。

常州是传统的棉纺基地，工厂以
来样定织为主，常州企业愿以此为优
势，一方面可以让利润更高，另一方
面也可以让库存更少。如今，这种模
式遭到了挑战。
“第一天报价12元/米，第二天采

购商合同传过来，纱价就可能涨了
500元/吨，等到第三天把资金打给纱
厂订纱时，价格又变了。涨涨涨，挤干
了坯布厂的利润。”上述纺织企业负
责人抱怨说，“纱厂要求全额款到发
货，这让坯布工厂资金链全部吃紧，
现在我们这些坯布厂的流动资金基
本上都枯竭了，经常是有订单下来却
没钱买纱织造，很多工厂都借了贷款
以弥补流动资金不足。”

有订单也不敢接

夏季服装订货高峰如期而至。

5月13日下午，浙江德馨服装加
工厂总经理张振超正在车间里忙活
着，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
“我是在车间干活，现在工人少

了，工人工资又多了，我们家人都在
车间干活，能干多少算多少吧。”张振
超嗓门很大，声音有些沙哑。

谈及最近部分中小企业出现倒
闭的问题，张振超说：“原材料上涨很
厉害，用工成本也在增加，利润越来
越少。我们这里最近也有几家企业停
产了，我们的经营状况也不好。”

张振超说，去年一年棉布价格涨
了50%左右，今年还在继续涨，“我们
这些做服装加工的企业，从来没有经
历过这样的大幅波动，往往一批订单
还没开始做，就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
亏了，因为原材料涨了价。”
“现在做代工毛利率很低的，有

5%到8%就不得了啦。我们帮大客户
做订单，除掉成本后，一件短袖衬衫
真正也就赚5块钱左右。”张振超说。

张振超介绍说，现在厂里做的这
批男式短袖衬衫总共2000多件，交货
期为12天，“假如接了订单后原材料
涨幅超过预期，根本没法赚钱，甚至
还会亏本。很多同行都只接受报一个
星期内的价格，时间越长风险越大，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做短期订单，最长
半个月。”
“情况好的话，这批衬衫能赚一

万元左右，虽然和前两年每件利润十
几元相比差远了，但这已经很让我满
足了。”张振超说。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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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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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林瑞泉北京报道】5 月 13
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会长王忠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了米仓弘昌会长、御手洗富士
夫名誉会长率领的日本经济团体联
合会访华团主要成员。

王忠禹首先对日本经团联代表
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在大
地震中受灾的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
问候。他说，日本经团联在日本遭受
重大地震灾害的困难情况下仍组团
访华，这表明日本经济和产业界非
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他表示，
中国企业界十分关心日本的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中国企联积极支持中
国企业以适当的方式支持和参与日
本灾后重建。

王忠禹高度评价了中国企联与
日本经团联多年来的友好合作关
系。他向日本客人介绍了我国“十二
五”规划的有关内容和中国企联的
相关工作，并希望继续与日本经济
界开展友好合作，在继续巩固与日
本经团联传统合作的基础上，不断
提高新形势下的合作水平，积极帮
助日本企业参与天津滨海新区开
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开
发战略，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国经贸
关系的不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米仓弘昌感谢中国社会各界对
日本灾后重建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
持。他表示，日本经团联正积极努力，
全面开展日本灾后恢复建设工作，争
取早日重建家园；同时，日本经团联

也愿意与中国企联密切合作，鼓励日
本企业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进一
步巩固和推进两国经贸关系和产业
合作的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中国企联副会长、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中国企联副
会长、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
易军等参加了会见。参加会见的日
方代表有：日本经团联评议员会议
长、新日本石油会长渡文明，日本经

团联副会长、东丽株式会社社长榊
原定征，日本经团联副会长、野村控
股会长氏家纯一等。中国企联、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有关代表和天津
市静海县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
见。

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与货币政策
的收紧，再次将大量中小企业逼到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的边
缘。其中，以第一次人口红利起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了相
当的比重。

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已
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时，中
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口期将
关闭。
“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有限的，其逐渐消失后还可以创造条

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而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5月12日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蔡昉认为，通过产业转移和教育等途径，中国企业可以获
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用工荒是中国人口红利结束的前奏

《中国企业报》：2011年年初，中国多个地区企业出现了“用
工荒”，您觉得中国真到了用工荒时期吗？

蔡昉：随着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
率出现递减，并预期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绝对量开始
减少。这个长期趋势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农村劳动力外出
打工人数的增量相应减少，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

这种情况反映在企业的用工方面，则导致了普遍的“用工
荒”。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早期，适应中国比较优势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
产业劳动者创造。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以及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
失，沿海地区则直接感受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
很多内地的农村劳动力，不用到东南沿海，在自己家门口，就
能实现不错的就业，而家门口消费相比沿海又相对较低，他自
然留在家乡打工，这也加剧了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引起工资上
涨。
《中国企业报》：您是如何理解“人口红利”的？
蔡昉：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在中国经济

增长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民
工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
势，从而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
续增加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阶段，从充足的劳动力
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
泉，被称为人口红利。

值得强调的是，人口红利的获取是有条件的，特别是需要
一系列制度条件。

事实上，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是纯粹从年轻的人
口结构上面得到的，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
率。过去推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就是这种人口红利。第二种
是指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如
人们变老了，会形成未来做储蓄的观念，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
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
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从而可以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率。
另外，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
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
动者。
《中国企业报》：人口红利和用工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蔡昉：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实现地区间转移的情况

下，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化教育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
力，可以使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使人口红利得
以延续。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
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
义是：把 16岁以前和 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 16
岁到 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

我个人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即将结束，但是还有制
度潜力没有挖掘，比如说农民工的市民化就可以产生这样的
效果，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庞大的消
费需求，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即使是在 2015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地区之
间仍然有差别。这可以通过形成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为我们
提供一个缓冲期，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
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

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
积累的角度看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企业报》：在中国飞速发展的 30多年中，“人口红利”
起了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认了
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
时，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 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
口期将关闭。您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下转第九版）

提高合作水平 实现互利共赢

王忠禹会见日本经团联代表团时提出
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

产业转移和深化教育：
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

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5

月13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小企业出现第二轮危机

中小企业经营困境调查

5月 13日，中国企联会长王忠禹（前排右二）、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
长李德成（前排右一）会见了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前排右三）、日本经团联
名誉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前排右四）一行。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