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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本报记者 张龙 /文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许松茂或许现在仍然是一家普通鞋类

外贸企业的老总。
“2008年秋，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知名品牌库存商品大量积

压，大批制鞋工厂倒闭。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外贸业务可能会
出现瓶颈，所以我决心开辟新的战场，转做内销市场。”许松茂5
月1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一帮互联网界朋友的帮助下，许松茂认识到做B2C的成
本比较低，因此在2008年底创建了现在的名鞋库，进入了新的领
域。许松茂也摇身一变成了名鞋库网站的CEO。

从外贸遭遇困境到去年依靠名鞋库实现年销售收入1亿元
以上，许松茂只用了两年。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10000万户，占企业
总数的90%以上，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
80%的城镇就业。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在劳动力、原材
料等成本不断攀升的高成本时代，对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
国中小企业而言，价值创造的空间越来越小，中小企业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生存瓶颈和竞争压力，中小企业寻求转型突围已经别
无选择。

从外销转入互联网B2C
在外贸订单急速下滑的同时，金融危机也为许松茂带来了

新的思路。
“2008年，全国市场上有4亿双鞋子的库存，既然年轻人都想

买品牌鞋，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库存鞋低价销售呢？”许松茂认为。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名鞋库开始试水这一市场。最开始的

2000万元启动资金是许松茂从自己的外贸企业中拿出来的。
“如果这2000万元用光了名鞋库还是没有做起来，那就算

了。”许松茂说。
在最初试水的3个月里，名鞋库的日子并不好过。“到处都充

斥着我们卖的是不是假货的质疑。”许松茂表示，“我们一开始就
对外宣称名鞋库卖的是库存”。

这让看过名鞋库模式的一些投资人有疑虑：卖库存的名鞋
库能长久吗？

有行业内人士表示，品牌鞋的生产总量，是根据订货会上代
理商们的订单再加一定比例的上浮形成的。也就是说品牌鞋每
个品类的库存是“一定”的。如果上游没有库存供应，名鞋库卖什
么？

实际上，许松茂自己也承认，像2008年这样的年份，可遇不
可求。但市场上库存鞋是不会枯竭的，货源不会有问题。
“我们的商业模式与别人是不一样的，名鞋库定位是网上折

扣零售商（OUTLETS），用直营连锁的经营模式，拥有数十万双品
牌鞋的真实库存，我们自己要背负库存压力的。同行一般不这么
做。”许松茂说。

市场证明了许松茂的眼光。去年，名鞋库年销售额突破1亿
元。

迄今为止，许松茂对名鞋库的投资已经追加到6000万元，
“我们并没有对外开放财务投资。”许松茂说，尽管从2008年开始
陆续有VC和PE找上门来。

有专家表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模式的正确与否将决定公
司的成败。纵观OUTLETS模式的价值链条，像名鞋库这样的折扣
运营商可以帮助制鞋企业清理库存，回笼资金，同时低价买来库
存产品，在市场上也有竞争力。

自有技术赢来订单

与互联网产业依靠模式创新不同，新兴产业中的中小企业
更需要有自己的技术。

搬到来安县汊河镇经济开发区一个多月了，安徽省力霸动
力锂电池科技公司总经理李学智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
“刚刚接通了电话、宽带，这几天正在生产一种锂电池产

品。”李学智5月1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经历了前期技术研发上不断失败的李学智，现在的李学智

在技术上已经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已经申请了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就是在南京的一个客

户的产品上已经使用的动力锂电池安全阀，专利证书已经寄来
了。今后我们的产品都要用的。”李学智告诉本报记者。

力霸公司的技术也得到了安徽省里的认可。李学智说，前几
天在省里开了个会，说公司的项目好，要求再申请5项专利（其中
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发明专利）就可以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对
于发明专利，政府每项要奖励10万元。公司正在研究，把锂电池
的包装做成纳米结构，另外准备在大功率电池上做文章。

依靠自有技术，力霸已经从几个月前难以支撑的困境中走
出来，赢来了订单。
“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了。”李学智表示。
南京的一个客户给了力霸公司20多万元的订单，生产太阳

能路灯上使用的锂电池，总共1000组。
该客户说：“公司大小不是关键，使用力霸公司的技术，可以

使锂电池寿命达到5年，节约了自己的更换成本。”
对于力霸而言，幸福的烦恼随之而来，“由于公司规模还是

比较小，这个订单我们现在开足马力生产，需要一个多月。关键
还在于不敢大力去宣传，怕产品有不稳定的地方，也怕产能跟不
上。”李学智告诉本报记者。

传统产业的转移

为了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支出成本增多等诸多压
力，青岛中天针织纺织品有限公司将工厂开到河北省。
“去年春节前夕，河北工厂就已经正式生产了，当时大约招

聘了200人左右。”青岛中天针织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春告
诉本报记者，

有业内人士表示，2011年原材料及人工费上涨等不利因素
将使行业中企业两极分化，“订单向大企业集中”使得龙头企业
更看中订单质量。目前，人工费上涨20%至30%，将影响纺织服装
行业70%的企业。

周春表示，在当前环境下，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只能
把工厂建在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地方，以降低成本。

而对于从内控方面降低成本，周春则表示，由于纺织出口外
贸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率本来就很小，单纯依靠
管理是解决不了大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重庆市、安徽
省、四川省实际吸收的省外资金分别约1500亿元、4011亿元、
5000亿元，同比增幅约84%、50%和35%，而湖南等省吸收的省外
资本也明显增加。去年，仅陕西省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项目752
个，实际到位资金1035亿元，占外资在陕到位资金的42%。

但张茉楠提醒说，可以预计的是，未来10年，中西部多数地
区将会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常规路径，伴随着中国产业转移的
将是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中国也由此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劳
动力比拼”时代，这也将是中国经济转型最难逾越的一个坎儿。而
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将对转移中的中小企业是个考验。

本报记者 郭玉志/文

成本大涨之困
中小企业经营困境调查

在纺织外贸领域摸爬滚打近20
年的周春，自称最近身心压力都非常
大。
“原材料棉价涨了近50%，用工费

用涨了30%，加起来共涨了80%。”周
春5月12日告诉本报记者，本想一撒
手不做了，但公司团队中有许多人跟
随自己工作了10多年，撇下他们不理
也不忍心。

周春是青岛中天针织纺织品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面对日益高涨的成
本压力，他说自己感觉有些力不从
心。

周春表示，不仅成本飙涨，人民
币的升值更是将企业的利润空间进
一步压缩，中国传统企业的优势正在
逐步消失。

随之而来的便是订单的损失。周
春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公司一直也在
产品订单上调整价格，但国外客户还
是将价格一压再压，上个月一份200
多万元的订单被报价更低的印尼公
司“横刀夺爱”。

不仅利润下降，中小外贸企业开
始有了倒闭的苗头。在银行贷款的时
候，周春就曾遇到另一位中小企业
主。当银行表示不再继续贷款时，这
位企业主表示“企业要倒闭了”。

原材料价格节节攀升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
数的下降，原因在于原材料、能源购
进价格的推高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使
得企业成本压力增大。调查显示，88%
的企业反馈原材料及能源购进价格
比上年同期上涨，81%的企业反馈企
业劳动力成本增加。

周春1993年白手起家，将一个3
人的作坊变成了200多人的小企业。
周春说：“我喜欢做纺织外贸这

一行，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但
是，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允许我放开手
脚去做了。”
自2010年初开始，棉价飙涨使纺

织中小企业叫苦连连。
周春告诉本报记者，虽然目前棉

价出现下跌的趋势，但相比去年，整
体来说，原材料价格还是上涨了50%。
“企业从零做起，在现有高成本

环境下，有时候真想停下不做了。”周
春说，“想到工厂里面有许多人都是
从20多岁干起，到现在10多年过去
了，他们还在工厂里支持我，我也一
直咬牙在坚持。”
“目前中天即墨工厂大约300多

名员工。现在招工难，企业利润逐步
降低，只能把工厂设到劳动力价格相
对较低的地方，以降低成本。”周春
说。

为了“避风”，周春将工厂开到了
河北。周春表示，去外地开厂主要是
考虑到当地人力成本的优势，从目前
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除了在外地设厂外，外贸转内销

也成为周春的选择路径之一。
周春说，未来将加大内销的市场

份额，由于此前公司外贸占大多数份
额，在当前背景下，这也是无奈之举。

内销在成为企业“救命稻草”的
同时，周春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缺资
金就是其中一面。
由于是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非常

有选择性。周春告诉本报记者，如果
按照公司转内销的规划，目前资金缺
口可能达到千万元以上。
周春的企业只是我国众多中小企

业的缩影之一。在中小民营企业发达
的江浙地区，五金塑料制品等行业的
中小企业更是饱受原材料上涨之苦。

国际模具及五金塑胶产业供应
商协会常务秘书长罗百辉告诉本报
记者，2011年通胀压力依然较大，由
于行业对原材料价格变动比较敏感，
五金塑料模具对基础原材料的需求
增大，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长期趋势不
可逆转。
“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不减，预

计2011年主要原材料价格将重拾升
势，从而将推高模具行业成本。”罗百
辉表示，从目前来看化工厂对于原材
料需求较大，受到产业上游环氧丙烷
的需求紧张，导致环氧丙烷价格不断
上涨，聚醚生产成本压力逐步增加。

对于原材料的上涨，从石油中提
取相关物质作为原材料、生产各种管
材的宁波波尔管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平“颇有微词”。

张平说：“随着石油等大宗商品
的涨价，我们原材料成本也相应涨了
20%—30%。”

4月27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中小企
业发展指数的下降，原因在于原材
料、能源购进价格的推高和劳动力成
本上涨，使得企业成本压力增大。调
查显示，88%的企业反馈原材料及能
源购进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81%的
企业反馈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

劳动力成本之忧

“和周围的企业相比，今年的招
工情况还不错，岗位上基本已经招到
了员工。”吴建安说，但是新招员工的
成本比以往涨了不少，往年员工工资
支出占总支出6%至7%，去年已经提
升到了10%左右。
不仅原材料成本，此前一直不为

劳动力“发愁”的众多中小企业，近年
来也受到用工荒的困扰。

对于今年春节以来的“用工荒”
以及劳工成本的增加，张平感触颇
深。
“我们刚刚发了4月份的职工工

资，和年前相比，总共大约增加了5万
元至6万元。”昨日，张平在电话中告
诉记者，对“用工荒”带来的企业成本
上升，其理解而又无奈。

张平介绍，去年考虑到物价上涨
比较快，在宁波市出台新的最低工资
标准前后，该公司先后两次上调员工
薪水，合计上涨28%以上，一年多了几
十万元的支出。
“今年多招了300人至400人，光

是介绍费就花了几万元。”吴建安3月
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
开春，就有老员工或者熟人介绍员工
到公司来面试，根据所推荐员工的年
龄、技术不同，公司会给介绍人200元
到500元不等的介绍费。

吴建安是湖北名仁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公司是一家生产纯涤
纶线为主的中型民营企业，目前员工
约3000人。

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像宁波
波尔管业开发有限公司一样的还有
许多。

5月5日，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
“风向标”和“晴雨表”的109届广交会
如期闭幕。

本报记者通过采访参加广交会
的企业得知，在“劳动力成本增加、汇
率攀高”的背景下，企业为保利润空
间，其在接出口订单时不得不“慎之
又慎”，与国外客户在价格上是“推来
推去”。
“如果成本上涨5%左右，在保证

客户稳定的基础上，我们一般不提高
价格。”参加了第109届广交会第一期

的济宁路得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海
外销售的负责人杨海超说，成本上涨
若高于5%，公司产品价格大约会提高
3%至5%。

据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刘建军介
绍，本届广交会订单中中短单占90%，
长单占10%。采购商对后市仍存疑虑，
下单谨慎；出口企业担心政策调整和
成本上升，不敢接长单。

刘建军说，当前的不确定因素和
成本上升制约了企业的成交量。

其中，与参展第一期的机电等企
业相比，参展第二期的日用消费品
类、礼品类及家居装饰品类企业以及
第三期展出的纺织服装类、鞋类等劳
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及原材料成
本上升更有“切肤之痛”。

生产经营成本的高涨不仅影响
了企业在广交会上的成交量，而且影
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中小企业
的生存越来越艰难。

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
席全哲洙4月22日在北京某一论坛上
表示，尽管党和国家长期高度重视中
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连续出
台一系列措施，让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但当前中小企业、特
别是小型微型企业还面临很多困难，
其中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生
产经营成本提高。

全哲洙分析指出，目前中小企业
生产成本升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
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上涨进
一步加快，多种原材料价格涨幅激
增，二是由于产业转型加速，普通劳
动力和技术人员的薪酬增加，三是随
着土地价格上涨，租用土地和厂房的
费用明显提高。
“纺织企业作为我国传统企业，

由于越来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
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周
春说，目前国内国际形势都不明朗，
南方一些企业开始再次有了倒闭的
迹象，希望国家能在诸多方面予以支
持，使得一些企业避免走“弯路”。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
茉楠则建议，国家监管部门应该给予
中小企业培训、管理、技术研发以及
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对中小企业形
成一个整体体系的支持。

中小企业经营条件恶化

江浙一带中小企业负责人普遍
认为，目前经营条件的恶化，包括有
六大问题，即资金日趋紧张、用工成
本快速增加、节能减排压力极大、税
负日趋变重、土地价格变得过高、高
房价带来高成本、人民币升值压力极
大。

“公司明天就要停电，已经下通
知了。”5月13日，浙江一家干果生产

公司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刚刚立夏，南方诸多省市缺电

的迹象便接踵而至。在原材料、劳动
力成本的压力下，缺电成为诸多中
小民营企业又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统计显示，今年1季度，浙江全省
被限制用电的企业达到了50多万户
次，不少企业面临“开三停一”、“每周
停二”的尴尬。5月12日，杭州海关公
布了今年前4个月浙江外贸的运行情
况。杭州海关统计分析专家认为，淡
季电荒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将逐步显
现。

据了解，今年的“电荒”比往年提
前早来了2个月，目前遭遇7年来最大
电荒的浙江，电力缺口达200万千瓦。
而在限电管理中，部分中小型民营企
业往往首当其冲，这对于占据了浙江
省进出口总值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
来说后续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

罗百辉认为，“船小好调头”，当
前塑料模具企业大约是40—50人的
规模，而五金企业则是100—200人的
规模，许多中小企业备有柴油发电
机，他们可以自己发电。
“对于一些中大型企业和劳动密

集型企业来说，限电对于他们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罗百辉说。

罗百辉认为，从某种角度上来
看，限电会使部分行业被动减产，导
致价格进一步上涨。但当前来看，对
下游的直接冲击更明显一些。例如磷
化工、烧碱等细分行业电力成本占生
产成本比重高达60%，硅产业电力成
本约占生产成本的40%—50%。因此，
电力紧张对磷化工、烧碱行业影响较
大。

一些研究发现，当前中小企业经
营条件和经营情况明显恶化，其中，
税负重是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个
主要问题。

统计显示，目前中小企业已超过
10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提供
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额为
国家税收总额的接近50%。

此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的调研，目前江浙一带中小企业负责
人普遍认为，目前经营条件的恶化，
包括有六大问题，即资金日趋紧张、
用工成本快速增加、节能减排压力极
大、税负日趋变重、土地价格变得过
高、高房价带来高成本、人民币升值
压力极大。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国
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认为，对于中小企业以及
个体户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还
可以在提高。

许善达认为，对于个体户来说，
把他们的负担减轻，能够安居乐业，
社会就能稳定，个体户发展快了，还
可能产生成功的企业。

绝地突围：重生故事

目前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升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上
涨进一步加快，多种原材料价格涨幅激增，二是由于产业转型加速，普通劳动力和技术
人员的薪酬增加，三是随着土地价格上涨，租用土地和厂房的费用明显提高。

虽然目前棉价出现
了一定的回调，但与
去年同比仍上涨了
50%，再加上用工成
本的上涨，一些纺织
企业 成 本 上涨 了
80%以上。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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