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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集团重组后，新
希望成为了更加“农业化”的一家上
市公司。集团 300多家分布在全国
各地、涉农的企业全部装进去了，重
组完成后一年会有几百亿的销售
额。这有可能是中国农牧领域最大
的上市公司。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
永好日前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虽然农业领域投资回报
率低，波动大，做农业比较辛苦，市
场风险大，并且还面临着食品安全
的风险，比如“瘦肉精”、“三聚氰胺”
等事件，对企业将产生毁灭性影响。
但是，我还仍然觉得农业领域大有
作为。刘永好认为，因为改变农村、
发展农业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公
司准备了 30年，有信心走在前面。
当大家都认为不好的时候，仍然去
做，并且坚守，可能就能做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肉蛋奶消
费市场和最大的生产国，随着人们
生活水准的提高，需求也越来越大，
因此这个领域市场空间巨大。中国
很多领域都是全球第一，但我国农
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投资模式等
都比较弱，这就需要大量的企业去
实践探索。

刘永好表示，这几年不少企业
都选择投资农业，这将促使农业的
大幅度提升，行业资金多了，形成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行业会
发展得更快。当中国拥有一批世界
级农牧企业的时候，三农问题就顺
利解决了。

2011 年是非常不简单的一年，
国家的宏观调控，房价由高到低、农
产品价格波动剧烈，通货膨胀也较
高，同时农民工收入增多，互联网不
断发展，微博成为一种时尚。

但刘永好认为，对于农业产业
来说，规模化、现代化依然不够，
2012年，国家应该有更多的政策支
持，比如像出台“十大工业振兴规
划”那样，也出台一部“十大农产业
振兴规划”，比方说，去年三农一号
文件中，可以定位为“十大农业振兴
规划”的“水利篇”，今年做“科技
篇”，明年做“畜牧业篇”等等，通过
这样详细的发展划分，可能就会推
动农业的大发展。

刘永好认为，2012年我国经济
仍然会较高速地增长，但是增速会
放缓。且物价还会处于高位，此外，
农民工的收入还会增长。

刘永好称，实际上 2008年的全
球经济危机早晚都会发生，因为美
国和欧洲经济发达了这么多年，高
福利、高工资，使得人相对散漫，就
不是那么勤奋了，而亚洲这些国家
人很勤奋，工资成本又比较低，所以
生产出来的产品更有竞争力，一个
停滞不前，一个不断地前进，这是导
致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在这场风
暴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欧洲，因
为他们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就直接
导致了我国的出口受挫。此次危机
带来的订单减少加上用工成本的提
高，造成企业压力很大。

2011 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难融资、
融资难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和
紧迫问题。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接
受《中国企业报》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小企
业融资难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国际国内
金融困难以及经济复苏过程中所出现问题
的集中体现，也是必然现象。中小企业融资
问题一定要放在大的金融背景、大的宏观
环境下考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政
府加大宏观政策调整和引导。
“我们大家知道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不仅中国难，全球都是很困难的，只不过在
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因为中国的市
场经济不发达，所以中小企业过度依赖银
行贷款。我们知道中小企业非常重要，它在
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0年中小企业个数突破了 5000 万户，占
整个企业数量的 99%以上，提供税收在
56%以上，将近 60%，就业岗位 80%是来自
于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在支持国民经
济发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特别是促进社

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
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
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赖小民说。

赖小民表示，“十二五”规划谈到落实
科学发展观是主题，转变增长方式是主线，
把扩大内需作为“十二五”规划重要的节
点。现在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要拉动民间
资本投入。应该鼓励大家去消费，我们在经
济增长过程中，消费占经济贡献率的 12%
左右，应该大幅度提升。怎样把扩大内需拉
动起来，政府要加大力度，引导、采取措施
促进。现在扩大消费，吃、穿、住、行，一般占
比例很小，最大的消费是购房、购车和孩子
教育投资以及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而现在
的政策限购房、限号购车等政策不利于鼓
励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民间投资。应该适
当调整当前一些宏观经济政策。
“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

方面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另外一方面，
也不要过度的恐慌。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
程当中的必然现象。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
机下，一定会发生这个问题的。中小企业的
融资难，离不开大的金融宏观背景。特别是
爆发于 2007 年的经济危机对我们影响更

大，经济结构受到严重扭曲，调整难度更大
了，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很大，宽
紧不定，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给企业压力很
大，也更加捉摸不定。这场金融危机最大的
危害是破坏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赖小
民告诉记者。

赖小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
要全社会共同关注，政府、银行、企业、社会
一起努力，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是要政
府引导，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科技与金融
的融合，促进两者共同发展，使科技和金
融的有效结合，真正成为中小企业增强自
主创新的根本保障；二是要加大银行对中
小企业贷款的风险监管，大力支持银行信
贷管理制度的创新和业务品种的创新，着
重解决信贷风险集中度过高的问题，改变
银行经营发展思路，调整银行的发展战
略，推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三是中小企
业自身要强身健体，切实加强管理，规范
经营；四是政府要着力打造诚信社会，优
化社会信用环境；五是建立多层次的资本
市场，大力发展创新型的直接融资，培育
和发展资本市场，增强中小企业的直接融
资能力。

“走出去是央企的责任使命，也是东
风自主品牌发展的客观需求，公司海外战
略已从机遇出口、整车出口，升级为战略
出口、资本和技术输出。”东风集团总经理
朱福寿日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称。

2011 年是中国车市急刹车的一年，
这让许多竞争者很难受，不少没有“系好
安全带”的企业均遭到重创。造成 2011 年
车市销量锐减的主要原因始于 2011 年初
的小排量购置税优惠取消，同时还有汽
车下乡优惠以及汽车报废补贴政策的改
变。

北京在 2011 年 2 月份推出的汽车限
购政策直接导致该地区汽车销量掉入冰
窟，北京在早前一年的汽车销量近 90 万
辆，而现在政府只发放 24万新牌照。相比
购置税优惠政策的取消，限购政策的出台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这给市场带来了不小
恐慌。

同时，从 2010 年 6 月份开始实施的节
能车补贴标准也抬高了门槛———原来能
享受 3000 元补贴的车型需要满足百公里
油耗 6.9 升以及以下的标准，这一鼓励节
能的政策之前因覆盖车型众多基本变成
了惠民政策，而现在变为了 6.3 升。至此中
国车市从 2008 年金融危机推出的系列刺
激政策基本宣告终止。

在整体车市增速骤降中，自主品牌成
了最大的输家。除了遭地震重创的日本车
企之外，自主品牌成了今年中国车市唯一
的市场份额下滑的阵营。自主品牌的失利
表面看来是政策退出导致的直接后果，但
实际上产品自身竞争力弱才是主因。

在这样背景下，东风汽车销量不但没
有感受到寒冷，反而成功迈上 300 万辆新
台阶、自主品牌年度 100万辆汽车下线，这
要得益于东风志在成为“国际化东风”的战
略。朱福寿告诉记者，“东风的国际化离不

开自主品牌的贡献。因为合资自主品牌不
能成为主流，搞自主还得依靠我们自己。”
“当然，合资公司搞自主品牌总体说

来还是比不做好，但合资公司搞自主不能
成为主流，因为外资品牌不可能从战略上
去推动合资自主的发展。”朱福寿称，东风
希望在合资公司做自主，将来应该有一种
新的模式，在合资公司内部，要做东风“双
飞燕”的自主品牌。这种模式应该是值得
提倡的，也是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对于合
资企业寄予的更高期望。所以我们要做东
风的自主品牌，也就是未来要挂双飞燕的
LOGO。

加入 WTO 的 10 年间，我国汽车整车
出口从 2万辆到 68 万辆，增长了近 40 倍，
但与 1800 万辆的国内销量相比，外销仅算
正餐之外的“夜宵”。同时，中国汽车出口
企业多达 853 家，但 553 家出口金额在 50
万美元以下，占 64.83%。朱福寿认为，2012
年，中国车企要实现新的发展，必须调整
战略改变既有的出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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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个快递员的月工资已经上涨到
近 4000 元，尽管不少快递公司频频“爆
仓”，但物流业正经历着“寒冬”的考验却
是个不争的事实。

2011 年以来，随着人工成本、土地成
本、交通成本的不断攀升，物流业的成本
压力大幅提高。但由于低端市场的竞争白
热化，物流公司都对涨价慎之又慎。

物流行业如何升级？寒冬中的物流企
业如何逆势崛起？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张建卫日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认为，高端市场将是物流业完成
升级的重要战场。

受 2011 年通货膨胀、政策导向变化和
货车治理等多重压力作用，全国物流业如
同入冬，生意和收入每况愈下。

一边是物流业遇冷，一边是电子商务
的快速崛起。北京市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

员小任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最怕接
淘宝的单，量大却不挣钱。”小任解释说，
淘宝卖家业务量大，跟公司谈的价格特别
低。“没办法，这个价格不接，有的是小公
司接。”

小任告诉记者，低价竞争是快递行业
面临的最大问题，出于成本压力，大的快
递公司总想提价，但忌惮小快递公司的乘
虚而入，提价计划总是搁浅。

在近日佛山举办的“打破物流瓶颈，
提升城市品质”的论坛上，物流业各界人
士纷纷发言叹苦，呼吁破茧。他们意识到，
持续了近 20 年不变的“原始”生存方式已
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

张建卫分析说，虽然经历了 10 多年的
发展，但大部分货运配载市场及货运部在
基础设施建设上依然投入不足，自动化信
息程度低，在仓储、运输、配送各环节仍以
手工作业为主，没有自动化信息网络 ,对客
户不能提供查询、跟踪等服务，基本处于

单车单干的原始状态。运输信息不畅，车
辆空驶和超载现象相当严重；专业化运输
分工不细，高质量运输服务不能满足需
要。

2011 年 11 月 30日，中国奥委会与中
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举行“2011—2015 年
中国奥委会物流服务供应商签约仪式”。
中国外运正式成为 2011—2015 年中国奥
委会物流服务供应商，并将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此期间参加的包括 2012 年伦敦奥
运会、2014 年索契冬奥会等十余项国际
综合性运动会提供全面的物流服务。

张建卫表示，低价竞争、低端服务一直
是物流业发展瓶颈，中国外运奥委会物流
服务项目是中国外运高端业务布局中的
重要一步。2012 年，物流行业形势依旧严
峻，小的物流公司面临出局。龙头企业必
须在高端物流市场的布局上有所作为，充
分利用既有资源，摆脱低端竞争，完成产业
升级。

布局高端市场实现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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