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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英/文
光伏业“洗牌”
一场光伏企业的优胜劣汰，即将席卷行业全国各个角

落。
从 6月 1日开始，国家质检总局将启动全国范围的太阳

能电子组件质量大检查，清理并淘汰产品质量不过关的厂商。
“大检查可能会延续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时间。2012年太阳能
光伏产业，将面临重大的变革格局。”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
秘书长朱翠汉说。

由于光伏市场疲软，造成下游产业链压力加大，很多寻求
短期效益的光伏企业很可能快过不下去了，即将被淘汰。业内
人士认为，光伏市场已经进入到买方市场，注重产品质量，企
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疯狂追逐

江苏和浙江，中国光伏业两大发展基地。江苏的企业规模
相对较大，浙江的光伏企业则是以量取胜。而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投资方向多来自民间。

在全国光伏产业省份中，江苏可谓是强省，也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光伏产业基地。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魏启东教授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江苏光伏产业起步早，初步
估算目前已成长为拥有 700多家企业、从业人员超过 10万人
的新兴产业，形成了从高纯硅、硅棒、硅片、电池到组件生产的
完整产业链。2010年江苏省光伏产业实现产值 1988亿元，同
比增长 81%。

来自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3月，浙江省共有 176家太阳能光伏企业。除硅矿产冶炼、
系统集成外，在多晶硅、硅棒生产，硅片切割、太阳能电池板和
组件生产、光伏电池应用等方面均有涉及。

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秘书长朱翠汉告诉记者，“太阳能
光伏产业发展最为旺盛的时期是在 2009年，也是光伏组件利
润空间最大的时候，那时只要组件生产出来就能卖掉，而且毛
利可达 30%左右，但现在的毛利只有 10%—15%。”朱翠汉说，
这些新增企业的老板来自各行各业，有做五金的，有做服装
的，还有做电子化工的。

浙江宁海是浙江一个光伏产业重地。2005年年底，一直
与尚德电力有业务往来的宁海县日升电器有限公司开始涉足
光伏产业，在先后投资几千万元组织研发后，不到两年的时
间，就形成了 75兆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产能。
“日升”可谓是一成功的典范，由此带动了宁海民营资本

对光伏产业的投资热情。据了解，一年左右时间，宁海的民营
产业资本蜂拥而入，得裕太阳能、家良光伏海益矽金等企业的
光伏项目投产。

在浙江绍兴一直从事印染、化纤和织造的传统加工型出
口企业———龙柏集团，在 2008年左右进入到太阳能光伏产业
领域。
“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在浙江的光

伏企业中，接近一半的企业是 2010年 9月后成立的。这与当
时光伏出口形势大好有直接关系，嗅到商机的浙商从这时开
始进入到光伏的队伍。“这些企业的投资规模都不大，一条光
伏组件生产线在 100 多万元，基本上就是一个流水线加工
厂。”

朱翠汉说，受近期光伏组件利润下滑影响，目前这些企业
已感受到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越来越严重，主要是光伏组件
的利润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激烈的行业竞争，让部分小企业面
临无单可接的困境，这与光伏企业老板们的投资初衷大相径
庭。

这是一股加剧行业竞争的有生力量，但原来的门外汉如
何专业化还需要探讨。
“小企业大量涌入，产品的质量保证体系就会受到影响。

它们追求短期利益，不考虑长远，因此对整个产业来说产生了
不利影响。”魏启东说。

对于太阳能光伏行业发展来说，朱翠汉还是抱有很大期
望的。他告诉记者，虽然目前处于低谷期，但光伏行业是朝阳
行业。他说浙江很多企业也对这一行业很有信心，3到 5年还
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

（下转第二版）

厂办大集体改革，自国务院正式
发文已过去一个月。而国资委也已要
求央企在 5月 31日之前，将厂办企业
有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统一上报。

目前，我国厂办大集体企业超过
10万户，涉及上百万职工和亿万资产。
这一针对国企改革深水区的改制细则
出台以来，就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
长廖明认为，此次改革较为谨慎，吸取
了上次国企改革的教训，注重维护厂办
大集体员工的利益。在就业市场不发达
的情况下，没有贸然将职工全部推向市
场。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
成认为，厂办大集体产权改革的模式，
要采取职代会加第三方专业机构模式，
避免国企改革的弊端和问题。
“除职代会发挥重要监督作用

外，为核清厂办大集体的资产，应该
找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就资金往
来和历史产权关系进行梳理，保证任
何利益相关方不受损失。”王继成说，
“一些地方的厂办大集体改革前，当
地政府领导、主管单位管理层将自己
的亲属塞入厂办大集体，骗取国家补
贴。东北某地一家企业在改革中，内
退职工人数是在职人数的 6倍，并且
40岁以下的人占 50%，明显存在虚假
和骗资行为。”

为此，他建议尽量减少国家出
资，将厂办大集体资本变现来实现对
职工的补贴。

厂办大集体前生今世

“集体企业几万名员工，90%以上
的员工都与主管国企有关系。我妈从
集体企业退休领工资，我嫂子和我媳
妇还都在那里工作。集体企业改制，
不只关系集体企业的职工，也关系到
我们的家庭。”一位国企员工说。

1958年开始的东方石化，最早是
为了解决国企职工家属的生活问题
而组织的老家属自救会，依附工厂进

行简单的来料加工式经营。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就业问题突出，国家对厂
办企业持扶持态度，不仅免征各项税
费，并且由国企在水电成本、土地、厂
房等方面给予扶持，集体企业迎来了
它的辉煌期。

1995年，党和国家的政策开始调
整，这一年集体企业开始缴税，并且
国企也在调整，开始以赢利为目的，
对集体企业不再让利，一切按市场化
方式操作。

1996年，厂办集体企业开始进入
困境。记者在东方化工了解到，1998
年亏损 5000万元，职工工资几乎不
能全部兑现。

1998年，所有的集体企业进入改
革调整期。当时的厂办集体人心惶
惶，从原来比国企生存的还舒服一下

子变得无法生存，几乎所有的员工都
感觉厂办集体企业不存在任何发展
下去的可能，当时很多员工主动辞
职，不辞职的也主动要求按国家政策
买断下岗。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厂办大
集体产权不清、机制不活、人员富余、
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日益突出，大量
企业停产、职工失业。按照国家的规
定，厂办大集体必须与主办国企分
开，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

正是这句话，引起东方化工的反
响。虽然东方化工早前积极改革，已
经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但与原国企
单位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分离。企
业的设备装置很多都在国企设备装
置里面，工作、生活都在同一个区域，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东方石化 2010年 19个亿销售

额中，13亿元是与主管单位进行的关
联交易。员工担心一旦失去与主办国
企的联系，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后，
能否还能发展甚至是生存下去。

目前，东方化工随着独山化工的
发展而发展。实际上，独山化工在采取
各种可能的措施再予以扶助，记者了
解到，独山化工需要一个储油罐，投资
需要 3亿元左右，并且每年这个油罐
可以创造很多的效益，但独山化工将
让东方化工修建油罐，自己租赁。

对此，独山化工的员工说作为国
企，投资建设一两个亿的项目也要向
上级报告，并且手续繁琐，但让集体
企业来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可
以直接投资。 （下转第二版）

厂办大集体改革深化

随着贷款额度的逐步加紧和经济
运行的微观表现，市场关于下半年重
新放开货币调控的呼声渐起。2011年
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高达
39465亿元，同比增长 25.0%。历经多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势头，仍
在持续。

货币冲动最直接带来投资冲动。
从 2002年起，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
平均增长率，即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
高水平。201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高达 278140 亿元，增长 23.8%；2009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达到 30.1%。
考究现代国家的高速发展期，我

们可以发现，经济的腾飞，确实要经历
高投资的阶段，但在长期时间内，固定
资产投资理应保持合理、可持续的发
展速度。而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
远远高于现代国家的平均水平，亦远
远超过曾实行赶超战略的日、韩、美、
德等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和增长率，均
为全球历史之冠。

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主要
依靠工业和投资的拉动作用，第三产
业和居民消费比重，则始终徘徊或发
展趋慢。而工业的增长，主要又来自重

工业和资源性行业，2009年以来的经
济刺激计划，多偏向于这些行业。产业
的失衡，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
失衡，也造成了未来发展的可能偏颇。

而从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
改革开放 30年，保持了年均近 10%的
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
制度红利，是国家从计划走向市场、大
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这种飞跃，
是社会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时的原生
活力。

但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
无限长久。从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
是现代国家成熟之后的普遍经济走

向。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将进入一
个中速发展期，而这才是国家发展
的恒定期。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
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
高速发展，就是变革激发了蕴藏的经
济活力；一是技术革新和产业勃兴，如
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和美国信息革
命。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
革，从社会结构、运作模式、经济结构
等多领域广泛推进，并实现从投资到
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如此方有可能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迎来另
外一个高速时代。

紫竹评论

罗天昊 /文

高速的投资性增长不应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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