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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一座素有外贸晴雨表之称
的珠三角重镇。

近年来每年春节后，以东莞为代
表的珠三角中小企业就开始面临招
工难的困境，今年的情况更为严重。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
中了解到，除节后暴露明显的“用工荒”
之外，自 2011年以来凸显的原材料、人
力、能耗等综合成本不断上升，融资陷
入困境以及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国际市
场需求不振，寒气逼人的外贸出口形
势，让没有自主品牌、缺乏核心竞争力
的东莞出口加工企业难以支撑。

多方因素叠加，寒流来袭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广东
东莞、浙江温州等地采访后发现，近
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
业面临着多方压力：以珠三角地区为
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用工
荒”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加剧之势。
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鞋帽、纺织服
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量减
少，大不如前。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研究报告
显示，未来 5—10 年内，“用工荒”现
象仍将存在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
中。

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新生代劳
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使得工
人们对工资标准有更高的要求。“用
工荒”促使企业成本压力大增，对于
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意味着更高的
成本和投入。

不少企业负责人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今年最低工资标准都

面临上调，同时原材料成本在不断攀
升，利润不断被压低，企业为员工加
薪的空间越来越小。

东莞一家从事运动鞋原料运输
和生产的老板张先生告诉记者，“现
在本来鞋的订单就少，利润率不高，
如果再给员工涨工资，能保本就不错
了，根本谈不上赚钱。”

据张先生介绍，目前像他一样能
正常开工的企业算是不错的，面对恶
劣的国内外环境，他的许多同行没有
开工，因为“开工就意味着亏损”。另
外有的同行选择缩小规模，以降低成
本维持企业运转。

多位企业的企业老板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达了担忧，“现在企业的
生存环境甚至比 2008年金融危机时
更加困难，企业压力很大。”

记者了解到，以上现象是目前东
南沿海传统外贸加工企业都面临的
现实难题。这些企业纯粹为外单配
套，没有自己的品牌，企业规模又不
大，虽是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却基
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据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外贸

进出口总值 36420.6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22.5%。自 2011年 9月份以来，
我国外贸出口增速已连续 4 个月出
现下降，出口企业正面临订单不足、
成本升高、摩擦增多等诸多不利因
素，形势十分严峻。
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日

前表示，2011 年广东外贸总额突破
9000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但是，
总体来看外部市场没有好转迹象，未
来形势不乐观。初步预测，2012年全
省进出口同比增长 7.5%。”
业内人士认为，多方因素叠加，

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全球经

济复苏放缓冲击的严峻现实。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说，用工

荒蔓延至内陆，预示着中国无限供应
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过去，人手短缺
今后将长期存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迫在眉睫。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
主任陈乃醒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劳动力短缺，劳
动力价格提升，侵蚀了一些低利润的
企业，它们受不了就倒闭了。“从增人
拉动型到技术拉动型，这个模式的转
换是一种逻辑的变化，过去靠人，现
在没有人了，只能靠技术。”

向产业链高端攀升

在困境中如何破冰突围，成为千
千万万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选择。

专家指出，“民工荒”反映出我国
制造业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上的
中低端，具有产品附加值低、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等缺点。而从国际经验来
看，“民工荒”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信
号。比如上世纪 60年代，产业工人短
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
增长模式走到尽头，为此，日本采取
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经过
长期努力，最终站在了全球产业链的
高端。

鉴于此，中国制造业只要度过眼
前的阵痛，就可以完成“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的转身。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
究院院长陈诗达说，沿海地区依靠低
成本劳动力获利的生产方式已经走
到尽头。这一方面要继续改善民营企
业生存环境，促使其进一步发挥劳动

力“蓄水池”作用；另一方面则要引导
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产品附加
值，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完成转型升
级。

最关键的，还是企业自己要寻找
出路。采访中《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
到，现实面前沿海一些劳动力密集型
制造企业开始主动出击，将目光转向
转型升级，开拓新兴市场以渡过难
关。

东莞新创艺服饰公司的辛经理
花费 50多万元购进十台全自动电脑
织机，和原先拥有七八台机器，每台
机器都需要一个工人相比，这十台机
器一个人就可以应付，大大缓解了用
工难。

另外，不少中小企业意识到长期
代加工的模式无法获得企业长久发
展，在产业链的分工中十分被动，因
此通过加大研发力度，培育自主品
牌。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度过眼

前的困难是现实所需，但更重要的
是，如果将来立于不败之地，根本立
足点还是自己强大，打铁还需自身
硬，出路是依靠自己的品牌、技术和
高附加值。”上述从事运动鞋原料运
输和生产的老板张先生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提
升产品附加值，站在产业链的高端，
才是应对风险的正确之道。

2004年时，面对人工成本和原材
料上升、大量同类产品陷入低价竞争
的现实，台州市光跃饮水设备有限公
司开始走转型升级之路，创立自有品
牌、研发特色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升机械化程度。目前该公司生产的
净水机塑料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0%，年利润达 25%。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制造企业攀高突围

国家统计局于近日公布了 2012
年 1 月份的经济数据。令人注意的
是，2012年 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CPI）同比上涨 4.5%，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0.7%，
环比下降 0.1%。通过与以往数据的对
比，不难发现 PPI增幅连续 6个月出
现回落，1月份更是创下了 26个月以
来的最低记录。

国民经济增速放缓

PPI 连创新低的局面说明了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趋势未变，原
材料成本将会持续下降。在国民经
济继续“稳中求进”的情况下，PPI 的
持续回落有利于通胀压力进一步放
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PPI的回落
也表明需求下滑，经济增速将持续
放缓。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

所长董登新表示，1 月份 PPI接近零
涨幅表明了投资处于缩紧的态势，或
者说是生产的信心指数下降。而 4.5%
的 CPI涨幅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
元旦与春节汇聚于 1月份，导致了节
日消费拉动了 CPI的上涨，而生产的
不足导致了 PPI 指数出现了下压趋
势。1月份的 CPI与 PPI处在一个特
殊的时间节点上，所以不能充分反映
出问题的所在，也是一种非正常现
象，未来 2、3月份的各项数据会更加
真实。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
长王建表示，PPI继续走低与国际和
国内需求量的下降有关。究其背后的
原因来看，一来，欧债危机和美国经
济复苏乏力导致了中国出口受到阻
力，我国的出口企业开工生产的意愿
较低；二来，货币政策的调整冲击了
一部分中小企业；同时，国内企业面
临着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
升的困境，生产积极性降低。

东海证券分析师鲍庆认为，PPI
的大幅下降本质上还是反映了对工
业产品总需求大幅回落的实际情况。
PPI 的持续下跌主要是因为大宗原
材料，特别是原油价格反弹所致。分
析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速可能
出现显著下滑，同时欧洲 2—4月份
将有大笔债务集中到期，美国经济复
苏疲软，一季度的工业生产可能继续

减速，PPI的上涨可能性较小。
“输入型”通胀风险

现在摆在我国经济面前的还有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目前，多个
国家和地区央行已经实行了非常宽松
的货币政策，国际社会对于美国第三
轮量化宽松的预期又风云再起。如果
全球再次注入大量流动性，推行量化
宽松政策，必然进一步抬高原油、金属
矿产等产品价格。由于当前我国对石
油等大宗商品依赖度较高，购入大宗
商品将使得输入型通胀压力再次显
现。
此前，《求是》杂志发表国家统计

局局长马建堂署名文章坦言，物价上
涨的中长期压力仍然不容忽视。随着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当前我

国已经进入了长期性价格上涨压力
凸显的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资
源、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压力将是长
期的、刚性的。

企业生存遭遇寒冬

CPI与 PPI的背道而驰导致了食
品价格膨胀，非食品价格收缩，这必
然会引发这样一系列现象：城市生活
成本进一步提高，农民不再愿意进城
务工。但凡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商品价
格无一不涨，而与之相对的是，春节
过后，农民返程数量减少，“用工荒”
从东部沿海扩展至中部地区。廉价劳
动力短缺，使得工业生产成本进一步
上涨，工业生产萎缩。

PPI的持续下滑将意味着经济偏
冷的趋势，是一个“沉重的警示”。在

当下的经济环境中，一方面，CPI小跑
虽然减速，中小企业遭遇的是低迷的
国际市场、融资难和融资贵以及不断
上涨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PPI的持
续低迷压榨着企业的利润，中小企业
遭遇的寒冬尤其明显。中国实体经济
已经被挫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小
企业想要重整旗鼓而宏观经济无法
提供配套资源。

CPI仍处于高位，PPI 创 26 个月
新低，也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业内
人士认为，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将继
续持审慎态度，包括推迟存款准备金
率的下调。然而，我们的实体经济面
临的困境不容小觑，急待“输血”。企
业联系的是国家的命脉和老百姓的
生存，倘若没有及时有效的政策为企
业发展创造环境，我们的经济将会面
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面困境。

本报记者 李金玲

中国制造企业增长乏力

PPI增速创 26个月新低

南林

涪陵的榨菜“大宴”

说到榨菜，自然就想到涪陵榨菜。其实我国不少地方都产
榨菜，但在人们的印象中，涪陵的榨菜才算得上正宗榨菜。而
如果到涪陵这个地方了解体验一番当地的榨菜文化，你更会
感叹榨菜与涪陵之间那种天然一体的关系。

榨菜“美宴”

日前，笔者受邀参加由重庆市涪陵区区委区政府主办的
中国首届榨菜文化美食节。百余道榨菜菜品、上万人次的精品
盛宴，田间美景，美食与美景交相辉映。从传统意识中的佐餐
佳品，到大厨手中精致的佳肴。这场集合了美食节、文化展、论
坛的榨菜“盛宴”，让与会者感受到了原生态榨菜的魅力。

涪陵因榨菜而闻名。据史料记载，中国榨菜确实在涪陵诞
生。

由于在制作过程中，要在风晾脱水、初腌后，用压豆腐的
木箱榨除盐水，就把通过这种腌制方法腌制的菜叫“榨菜”，
“榨菜”因此而得名。

涪陵位于乌江与长江交汇处，在北纬 30毅处，独特的生态
条件，成就了涪陵榨菜之乡的美名。

据记载，涪陵榨菜自 1889年起源于涪陵城西邱寿安家。
通过创新青菜头的腌制方法，使其成为“鲜美可口，为其它腌
菜所不及”的腌制菜，深受民众欢迎，“有的竟以榨菜作为茶会
款待上宾之用，或作为赠送友人的礼品。”20世纪初，榨菜美
名已经享誉海内外，并发展成为产业。

历经了百年沧桑后，榨菜产业在涪陵实现了又好又快发
展。目前，涪陵青菜头产量达 155万吨，年半成品加工能力在
80万吨以上，成品榨菜生产能力 60万吨以上，实际产业化龙
头企业 9户，成品榨菜销往全国各大城市并出口日本、欧美等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区现有榨菜商标品牌 90多个。

美食节期间，当承办方重庆涪陵榨菜集团与来自全国各地
的顶尖名厨共同推出的以榨菜为原料的菜品，精致地摆放在众
人的眼前时，不由得让人惊讶，原来平时只做小菜的榨菜也能
做出如此多的菜品。“没想到小小榨菜，居然能烹制出这么美味
精致的菜品，真让人大开眼界。”现场一位酒店总厨惊喜不已。

据介绍，在这届榨菜文化美食节开幕前，组织者就面向网
友征集原创榨菜食谱共达 357个，经过网友和专业的评审，其
中“榨菜肉饼蒸蛋”、“珠光宝气”、“花开富贵”、“榨菜荷包豆
腐”、“榨菜香菇猪肉煎饺”等最有人气的菜谱被搬到榨菜宴
上。在演绎制作现场，由中国名厨精制的数道精致榨菜养生
宴，彰显美味、健康的榨菜新派美食，成为焦点。很多人在赞叹
菜肴美味的同时，也对榨菜的“多功能性”感慨不已。
“没想到我们平时吃的榨菜，还能做成这么美味的菜肴。”

许多参观者表示回家后也要尝试着用涪陵榨菜烹制美食出来。
重庆涪陵榨菜集团周董事长说，榨菜不但能开胃佐餐，更

能变成美味佳肴，而且涪陵榨菜的原生态品质更为美味健康。
“三腌三榨、三清三洗”是涪陵榨菜传承了百年的工艺。如

今通过现代技术和传统工艺结合所形成的新工艺，同样为大众
奉上鲜香脆嫩的榨菜享受。通过当地榨菜企业的创新不仅使传
统工艺得到更好地传承，而且为中国榨菜产业带来了希望。

青菜头“美景”

榨菜不仅可以吃，还是赏心悦目的美景，这也成为了本届
文化美食节中另一道“大餐”。
“现在正是榨菜原料青菜头的生长期，漫山遍野苍翠的景

色秀色可餐。”当地老百姓的描绘，让我们有种迫不及待想欣
赏到这种美景的心情。

好在文化美食节有个重要环节，就是组织媒体记者、摄影
师和网友前往涪陵八卦村青菜头基地参观。

当笔者进入八卦村，立刻被这漫山遍野、无处不在的绿色
美景吸引住了。看到这满眼的绿色，仿佛置身盛夏时节，而此
时正值隆冬。而长江畔的层层薄雾漫过绿油油的青菜头，散发
出阵阵清香，又如置身世外桃源。

据当地人介绍，在涪陵满山遍野到处可见到一种奇特的
绿色蔬菜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包包菜”、“疙瘩菜”或“青菜头”。
因为它茎部有膨大凸起的乳状组织，显得奇形怪状。有的像圆
球，有的像羊角，有的更像是儿童的脸，平滑光亮特别可爱。

听当地的菜农详谈，才了解到，这种烟雾缭绕的环境，不
仅仅是好看，而且是塑造涪陵榨菜独有口味重要原因。重庆涪
陵位于北纬 30度线左右，这里长期被浓浓大雾笼罩，大雾成
为天然的“大棚”，为青菜头的生长提供了恒定的温度和湿度，
因此，涪陵的青菜头相比别的地区更加肥嫩，肉质也特别致
密。面对这样的原生态美食，有人忍不住生吃起青菜叶来。

据了解，涪陵的青菜头种植基地与金字塔、布达拉宫等，
共同位于北纬 30度这一神奇的地带；特殊的生长环境和独特
的气候造就了这一冬日的绿色美景。而这也成为了新婚佳偶
和摄影爱好者特殊的留念之地。

这天，在青菜头地里，正好有一对新人在拍摄婚纱照。
“没想到餐餐都有的小小榨菜，也成了见证我们婚姻旅程

的媒人。”新郎说，此次旅行印象深刻，表示不但自己会经常
来，而且也会推荐身边的朋友过来。

而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用他们的镜头探寻中华
美食的天然之源和原生态饮食风情，将涪陵的人文美景透过
镜头展示出来。一位参加活动的专业摄影师表示，以美食原材
料为背景的摄影大赛本就不多见，而此次涪陵榨菜集团在美
食节之际推出的摄影大赛，则是让榨菜增添了艺术感。

另外，榨菜文化美食节文化展在涪陵市区易家坝广场设
置了特色展览区，饱含涪陵风土人情的榨菜制作场景、老物件
还原，为大众带来鲜活的现场体验。展区中，摄影大赛上的获
奖作品以及原生态婚纱摄影照片，成为了现场的“抢眼风景”。

笔者还受邀参观涪陵榨菜的制造工厂，零距离感受到涪陵
榨菜的先进工艺与传统手法的结合。“百年榨菜在涪陵人的手
里变得时尚现代起来了。”参观工厂时有媒体人士如此感慨。
“赏生态美景，品涪陵美食，感至真挚爱之情，结百年榨菜

之缘。”中国烹饪协会副秘书长边疆说，本次榨菜文化美食节
不但发扬了传统的风土人情和中华美食文化精髓，也引领了
中国榨菜行业的发展之路。

榨菜由涪陵而得名，涪陵因榨菜而闻名。

历经了百年沧桑后，榨菜产业在涪

陵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实际产业化龙

头企业 9户，成品榨菜销往全国各大城
市并出口日本、欧美等 5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全区现有榨菜商标品牌 90多个。

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用工荒”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
加剧之势。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鞋帽、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量
减少，大不如前。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特色产业

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提升，侵蚀了一些低利润的企业，它们受不了就倒闭

了。“从增人拉动型到技术拉动型，这个模式的转换是一种逻辑的变化，过去靠人，现在

没有人了，只能靠技术。”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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