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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晶晶/文

温江地税推行房地产软件
为进一步深化房地产税收管理，成都市温江地

税局去年 6 月率先在四川省推行“二手房评估计
税软件”征税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今年按照成都市
地税局率先在该局推行“房地产一体化软件”要
求，开展试点工作。目前已成功上线试运行房地产
企业 42 户，占全局房地产管户在建项目的 80%，
成功实现网上开票、项目申报、网上扣缴税等一体
化运行。

行业 公司会展

中国品牌汽车博览会开幕
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品牌汽车博览会”于 2011年 7月
8日—13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会得到了全国
汽车生产企业尤其是自主品牌生产企业的高度重视与支
持，一汽、北汽、长安、东风、广汽、吉利、奇瑞、比亚迪等
18家企业带来近 200辆展车，同时新能源汽车再次成为
观众关注的焦点。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开幕
7月 13日，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暨上海国际工业

材料展在上海开幕。此次展览吸引了来自国内外 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420余家知名厂商参展。在铝材料之外，包
括铜、镁、复合材料等多种工业材料的供应商也在本次展
会亮相，使本次展览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材料解决方案
采购平台”。此次展会将在推动我国乃至全亚洲工业材料
产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发布
近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和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联合编著的《2011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即《2011年中国汽车产业蓝皮
书》在北京发布。此报告全面论述了入世 10年来中国汽车
产业的发展历程、成就和经验，并对中国汽车产业未来 10
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此次蓝皮书的研究成果将对汽
车行业相关部门带来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特易购与国美达成战略合作
特易购地产集团日前与国美电器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国美及其关联品牌将进驻特易购地产
集团旗下“Lifespace乐都汇”购物中心全国分店开设家电卖
场。集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购物中心品牌
“Lifespace乐都汇”，与中国大型家电零售连锁企业国美电
器的联手，不仅标志着这个商业地产新军在招商方面又迈
进了一大步，更显示了特易购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临涣矿加快矿井改造升级
日前，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矿西翼 2#强力皮带

试运转成功正常出煤，这标志着建矿 26年来，该矿正
式告别了矿车拉煤的历史，实现了井下原煤运输全部
皮带化。目前，该矿正按照淮北矿业要求，加快主井南
钩系统和地面出矸系统皮带化改造步伐，全面促进矿
井转型发展。改造后的主井南钩提升能力可达 160万
吨/年，可有效缓解矿井生产压力。

蔚县举办国际剪纸艺术节
7月 6日至 8日，来自世界 16个国家和国内 25个

省、市、自治区的剪纸艺术大师（艺术家）、专家学者等共
1600余人，欢聚在中国剪纸艺术之乡河北蔚县，共襄第二
届中国剪纸艺术节暨首届蔚县国际剪纸艺术节盛典。具
有 3000多年设治历史的河北蔚县，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剪
纸艺术传承聚散地之一。2006年 5月，蔚县剪纸以剪纸项
首位的身份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你好万维网推三款空间主机
日前，国内互联网服务商你好万维网（www.nihao.

net）推出三款 G容量虚拟主机空间服务，旨在为用户提
供尽可能多的存储虚拟空间。这三款大容量虚拟主机
空间服务分别是 1G、5G、15G，其中，1G虚拟主机空间
适合小型个人网站、企业网站。5G虚拟主机空间适合中
型个人网站、企业网站和电子商务网站。15G虚拟主机
空间则是为广大购物商城、电子商务网站量身定做，能
够承载更多的产品图片和大体量数据库。

华晨携自主品牌参展博览会
日前，第二届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作为高擎“中国创造”大旗的自主品牌领军
企业，华晨汽车携旗下中华、金杯两大品牌，8款精品车型
参展，全面覆盖了乘用车和商用车领域的多个细分市场，
既有技术创新升级产品，又有品牌创新最新成果。华晨汽
车力争到 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 1000亿元，实现利税 100
亿元；到 2015年实现整车产销 150万辆、发动机产销 150
万台，销售收入超过 2000亿元，利税 200亿元。

中能佳程设备制造基地挂牌
近日，设在北京北方车辆集团的中能佳程环保成套设

备制造基地正式挂牌。北车这次与中能佳程环保的合作，将
体现北车处在环保工业中的地位。中能佳程为北车提供技
术指导，而北京北方车辆集团则为中能佳程提供制造工艺
上的指导。本次投资建设的设备是中能佳程根据多年的研
究经验、借鉴国际先进成果，同时结合中国城市垃圾高湿混
合的特点，进行改进而研发出的城市垃圾综合处理系统。

思科部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近日，思科公司与苏州国际科技园展开合作，通过部

署全亚洲第一个符合国际公认最高标准的 T4等级数据
中心以及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为园区内众多企业以
及苏州、华东地区乃至国内外的用户提供了更加可靠、更
加安全、更加“绿色”、更加先进的“云”计算服务，在建立
起全新未来商业模式的同时，也为苏州国际科技园带来
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和运营成本的降低。

ABB公司成功收购 Epyon企业
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近日宣布

收购 Epyon公司，该公司是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解决
方案领域的早期领导者。这一收购契合 ABB 在全球扩
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业务的企业战略。
ABB 集团离散自动化及运动控制业务部负责人史毕福
说：“收购 Epyon公司后，ABB将拥有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以及强大的维护业务模式，这些能与我们现有的产品实
现良好互补。”

中国银联发布“全民付”卡
日前，中国银联旗下的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在京

发布“全民付”电子支付品牌，进一步扩大银联线下
支付的覆盖范围。据介绍，新品牌“全民付”涵盖了
银联遍布全国的 POS、ATM、自助终端以及互联网等
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和渠道，业务包括水、电、煤、通
讯等公共事业缴费以及信用卡还款、手机充值、机
票订购、网上购物付款和慈善捐款等各种便民支付
服务。

全国纺织行业技能竞赛启动
近日，2011 年全国纺织行业“佰源杯”纬编工

职业技能竞赛在京正式启动。此次大赛由中国纺
织工业协会主办，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和纺织行业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承办。据了解，举办此次竞
赛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纬编工的理论水平和操作技
能，促进针织行业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更加关注
民生，关注职工技能提升，创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

腾讯两千万寻最好操盘手
首届“股动中国———寻找中国最好的操盘手”A股大赛

启动仪式于近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大赛由腾讯财经主办，
上海益盟软件公司提供顾问支持，中国民族证券作为独家
合作券商。主办方提供总额高达2000万元的实盘资金。实
盘比赛中产生的收益归选手所有，亏损由主办方承担。腾
讯网副总编辑马立表示，腾讯主办此次A股大赛，正是以普
及证券市场基本知识、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投资理念为宗
旨，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家电巨头德龙加速在华发展
近日，意大利家电巨头德龙集团为加速在华发展，携资本

再度强势出击，宣称将并购中国一批本土家电品牌。作为意大
利最大的家用电器公司之一，德龙集团曾成功兼并英国著名电
器公司———kenwood，是中高档生活电器专家，其主要业务遍
布全球 80多个国家。从 2005年起，德龙集团开始注重其在中
国市场的家电品牌营运，旗下的德龙品牌（De’longhi）和凯伍德
品牌（Kenwood）同时在中国登陆。短短几年间，德龙集团在中
国取得了飞速发展，产品分销覆盖了超过 30个中心城市。

万利国际太阳能基地投产
近日，刚刚在韩国挂牌上市成为陶板、陶瓷太阳能

行业首家上市企业的万利国际，投入巨资打造的陶板
和陶瓷太阳能生产基地正式投产。万利(中国)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在福建漳州市拥有 1500亩的工业园区，生
产陶板和陶瓷太阳能等节能环保新型材料。万利董事
长吴瑞彪表示，首期投资 12亿元人民币，一期、二期 16
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年产量将达 2000万平方米，成
为全球最大的陶板和陶瓷太阳能生产基地。

水域山引领沙棘蓝海市场
近日，2011年沙棘生态论坛暨水域山沙棘果汁新

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内沙棘果汁行业以
及生态健康产业的引领者，内蒙古水域山饮品有限责任
公司在打造中国生态健康产业第一品牌的道路上又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水域山先后投入 8.3亿元打造种植、研
发和深加工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已投资种植
70多万亩沙棘，并将完成百万亩生态沙棘林的宏伟目
标，成为了国内沙棘果汁这一蓝海市场的领导者。

慧聪网供热采暖论坛召开
近日，由慧聪家居采暖网、慧聪热泵网、中国燃气供

热专业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 2011 年中国供热采暖
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探讨了“十二五”规
划背景下采暖散热器行业、壁挂炉行业、空气能热水器行
业和独立供暖系统四大行业的机遇和挑战。艾嘉杯慧聪
网“2011中国供热采暖行业十大颁奖盛典”同期召开，“舒
适中国”2011年度慧聪网中国十大散热器品牌、供热采暖
行业“十大风云人物”等大奖众望所归。

NEC创新解决方案展上海举行
一年一度的 NEC创新解决方案展日前在上海开幕。

此次展会是由 NEC集团与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共
同举办，旨在向中国客户全面展示 NEC的创新精神、先
进技术及优质服务。今年展会的主题是“传承‘C&C’底
蕴，创新引领信息化新时代”。在此次展会中，NEC从绿色
地球、平安城市、高效运营和美好生活等四个主题，展示
了 NEC在环保、公共安全、信息化提升竞争力等领域的
先进技术和创新理念。

经过数月震荡上扬，国际大豆行
情出现大涨迹象。近日有消息称，由
于进口大豆价格坚挺，国内不少以大
豆榨油为主的粮油企业出现亏损甚
至停工，中国粮油业再次遭遇经营困
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
国，进口量占据全球进口总量的 1/3。
但长期以来，由于进口大豆价格的持
续攀升，导致中国以大豆为主要原料
的粮油企业成本加大利润摊薄，加之
国家对粮油价格的调控，不少粮油企
业举步维艰。而与此同时，以 ADM、
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四大
跨国粮商则开始加速在华产业扩张。

一张一弛的对比现状再一次引
发业界对中国粮油企业前景的担忧。
中国粮油企业迫切需要一条突围之
路。

深陷困局

“今年进口大豆价格每吨高达
4100—4300元，而去年同期的价格
只有 3100—3300元。”日前，黑龙江
龙江福粮油有限公司一位不愿具名
的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今年粮油企业进口大豆的成本每吨
高出了 1000多元，企业利润越来越
低。”

有消息透露，目前青岛、日照、
大连等港口大豆进港价在 4300元/
吨左右，相对于去年，已属于高位运
行，而国家又对食用油价格上涨进
行调控，粮油企业无法上调食用油
价格，导致不少企业成本利润倒挂
出现亏损。今年 4月，华东地区已经
有不少大豆压榨企业被迫停产，能
够正常开工的企业寥寥无几。而同
期沿海大豆压榨厂的开工率则不足
40%。

据中国粮油信息网今年第一季
度的数据显示，2月份进口大豆价格
为 4560元/吨，导致沿海油厂每加工
一吨大豆平均要亏损 60—200元；而
3月上旬每吨亏损数额更是高达 220
元，远远高于此前预期。与此同时，沿

海地区豆油和豆粕价格显著下跌，进
一步影响了粮油企业利润。

其实，由于进口原料价格的震
荡，中国粮油企业始终处在成本失控
的状态中。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因为大豆价格持续高涨，粮油企业不
堪重压，坊间曾传言食用油涨价信
息。为稳定粮油价格，发改委不得不
在去年 12月和今年 4月两次紧急约
谈食用油企业，指示小包装食用油价
格一定时间内不得上调。同时，为降
低粮油企业原料成本，去年年底，相
关部门还向市场投放 30万吨的国储
大豆。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无法阻止粮

油企业利润的下滑，一些小型民企开
始停工停产，而随着亏损的加重，某
些大型粮油企业也受到了明显的影

响。2010年底，名列中国企业 500强
的汇福粮油突然停产食用油。而中粮
2010年业绩也因为大豆价格大幅飙
升导致市场波动，而使得现货利润受
到了影响。
“破产和亏损，正成为国内粮油

企业面临的尴尬局面。”有分析人士
对此指出。

外资凶猛

相对于国内粮油企业亏损的现
状，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
国际粮商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据
悉，虽然中国政府早已于 2008年出
台相关政策，明确规定不鼓励外资粮
油企业新建压榨工厂，但这些巨头们
并没有因此停止在华产业扩张。

今年 4月，邦吉首席执行官阿尔
伯特·威瑟尔透露，邦吉正在中国江
苏泰兴市新建第四座油籽压榨厂。而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这将是邦吉进入
中国以来的最大一笔投资。

有媒体表示，同期，另一外资粮
食巨头嘉吉正在河北黄骅港投资油
脂加工厂，且该项目已获得当地政府
支持。

目前，ADM、邦吉、嘉吉和路易
达孚四大国际粮商均已进入中国投
资建厂。法国路易达孚是世界第三及
法国第一粮食输出商，在华主要从事
出口玉米的业务及大豆压榨业务。

美国邦吉是世界第四大粮食出
口商、巴西最大的谷物出口商、美国
第二大大豆产品出口商、第三大谷物
出口商、第三大大豆加工商和最大油

料作物加工商。邦吉于 2000年进入
中国，是中国主要的大豆和豆油供应
商之一，业务范围涵盖油脂、油料、植
物油以及粮食产品。

美国嘉吉公司和中国的合作关
系始于上世纪 70年代。如今嘉吉已
在中国大部分省市建有饲料厂、榨油
厂、高果糖厂等 41家独资和合资工
厂。

ADM虽然直接设厂不多，但其
和新加坡丰益集团合资组建的益海
嘉里集团却对鲁花等多家大型粮油
加工企业均有参股，工厂遍布河北、
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全国
多个省份。

据悉，目前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
已高达 80%，而世界粮食交易量的
80豫被四大跨国粮商控制。分析人士
指出，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与经验
的优势，实现了对上游原料、期货，中
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
供应的绝对控制权，因此也主导了大
豆等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对于大豆
需求量极大的中国粮油企业来说，无
异于把控了其经营命脉。

此外，这些跨国巨头在华拥有的
压榨工厂，也因其成本和技术优势，
占据了大约 70%的市场份额，致使我
国粮油企业压榨能力和经营利润不
断萎缩。

行业洗牌

一只蝴蝶在亚马逊扇动几下翅
膀，可能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场
龙卷风。如今，这种蝴蝶效应正在大
豆期货上凸显。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国际大豆期
货的价格始终处于波动之中，令国内
粮油企业十分被动。“去年上半年
CBOT大豆期价为 900—950 美分，
而今年上半年高出 400美分，处于比
较高的运行区间。”前述黑龙江龙江
福粮油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据介绍，我国粮油企业进口大豆
的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离岸基
价、海域运费和大豆期货价格。而期
货价格的波动是加大企业成本的最
重要因素。

“除了四大国际粮商控制原料之
外，大豆期货市场上还充斥着不少基
金商和投资商等资本大鳄，这些投资
者通过进口大豆到国内分销的方式
融资，扰乱了国内油企的正常进货，
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大豆期货的价
格。”上述人士称。

虽然大豆进口价格受到诸多干
扰，但是这种现象还会长期存在，已
经成为大豆加工企业普遍面临的问
题。如何摆脱外资控制和期货市场的
约束，拥有自主的大豆进口渠道是摆
在粮油企业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
题。

其实，中国粮油企业因进口原料
价格被动而导致的危机早有案例。
2004年初，由于所谓天气原因，美国
大豆价格开始飙升，在恐慌心理支配
下，中国粮油企业纷纷抢购高价大
豆，然而，到当年 4月份，大豆价格就
出现大幅回落，导致中国大豆加工企
业的全行业亏损。
“国内粮油企业如果没有完善的

产业链，除在原料进口价格上只能受
制于外资企业之外，还会因为港口限
制、远洋运输以及企业加工规模等方
面不具备能力而导致利润低下。”汇
福粮油宣传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产业链不完善，是中国粮油
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

据汇福粮油宣传部人士介绍 .，
自 2010年出现停产之后，汇福粮油
就下大力气完善产业链建设。当年，
汇福粮油在巴西成功建成了自己的
大豆种植基地，实现了原料的直接采
购，摆脱了国际大豆期货市场约束。
同时，公司还在巴西设立了自己的港
口，并购买了 17艘远洋货轮，建立了
粮油行业最大的物流仓储基地，实现
了从原料采购、运输和仓储的完善的
产业链建设。

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我国粮油企
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原料对外依
存度和物流风险之外，产能过剩和无
序竞争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以
2010年为例，按照美国农业部预计，
中国大豆压榨量为 5600万吨，按产
能 1亿吨计算，行业平均开工率只有
56%, 产能的扩张导致压榨利润不断
下降。此外，不少大豆加工企业把产
能盲目扩张或油脂加工作为融资手
段，也导致了我国大豆加工企业的行
业乱象。
“今明两年，中国以大豆加工为

主的粮油行业将迎来一次大规模洗
牌，解决行业产能过剩现象，同时，相
关部门将引导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强
化物流管理和风险消化机制，进一步
提升我国粮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相关行业人士指出，我国粮油企业
将迎来广阔的产业前景。

粮油业突围

如何摆脱外资控制和期货市场的约束，拥有自主的大豆进口渠道
是摆在粮油企业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CNS供图

mailto:ji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