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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泊尔产品锰含量比国家标准
高出近 4倍！

就在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红
牛”事件因权威公告的发布渐趋平息
后，2012 年 2 月 16 日，央视《焦点访
谈》播出《打破钢锅问到底》，让浙江
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再陷质量门，3·
15前再爆“悲剧”！

这已不是偶然事件。前几年接二
连三爆发的三鹿奶粉含三聚氰胺案、
格力空调爆炸案、圣元奶粉促进性早
熟案等悉数案件，早已让广大消费者
身心疲惫，见怪不怪了。

曾经有一个歌谣，说的是中国人
都是化学家：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
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
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
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想必很多人初次听到这首歌谣
后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特别逗。但
是，笑过之后，必是无限的沉思。我们
不禁要问：中国产品到底缺什么？是
无相关法律保障，监督体制不完善，

还是制造商唯利是图，道德沦丧？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腾

飞，同时带动了大批中国企业的发
展，中国产品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世界
经济格局。然而，不知何时，“中国制
造”的光辉已慢慢退去。早在 2007年
7月，欧盟消费者保护委员梅格莱娜·
库内娃女士到访北京时就说：“我此
行是带着欧洲人民的疑问来中国要
一个说法的：来自中国的产品还能不
能相信？”这番话让无数中国人颜面
无光。

的确，现在中国实业正处在生死
攸关的转折点。融资难、政策扶持力
度小、经营成本大、盈利空间小等一
系列问题都为实业的前进道路竖起
层层屏障。但是，这都是客观原因，解
决问题的根本还是要从主观原因着
手。主观原因在哪里？就在企业本
身！

中国企业的“虚”往往是自身造
成的。企业的“虚”有两种，一种是“外
虚”，名为实业，实际上干的是房地
产、高利贷等虚拟产业，一种是“内
虚”，干的是实业，但是产品却是虚假
的。我国不少企业创牌子的时候，是
多么艰难，产品很过硬就是没人认，

质量不比国外名牌差，价格却不到人
家的 1/5，形不成品牌附加值。然而也
不乏一些幸运的企业，虽是打响了品
牌却守不住品牌，都早已经倒闭或被
兼并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究其原因是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
盲目铺规模。利润到了 50%，还追求
100%，到了 100%，还想到 300%、
500%，不造假怎么可能得到如此高的
利润！

打铁还需自身硬。生产企业，一
定要有最起码的良知，对自己的产品
和全社会的健康负责。尤其像苏泊
尔、格力这些国内知名企业和上市公
司，更应该起到诚信经营的行业带头
作用，坚守企业道德的底线。

一个实体，首先把实体做实，把
产品做实。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基础，没有质量，谈何发展？企业关
心的是成本，但是公众更关心的是使
用安全。纵使政府发放再多的信贷资
金，银行降低再多的融资门槛，企业
不把自身的产品质量搞上去，市场信
心建立不起来，消费者照样不买你的
账，更不用说什么重振旗鼓，二度创
业了。

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曝光、消

费者嗤之以鼻，为了什么？就是想让
企业能够认识到错误，及时改正。作
为国家子民，哪个不希望国家能够繁
荣昌盛，老百姓的日子能够踏踏实
实。当前中国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物
价居高不下，老百姓的钱越来越不值
钱，企业家们若再让老百姓从裤兜里
哆哆嗦嗦地掏出钱去市场买回假货，
只能是抡手打自己耳光，换回老百姓
的心寒，自己的绝境。

在管理学中常常会听到“晕轮效
应”，它属于心理学范畴，指的是人们
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是根据个人
的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
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虽
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行为，但是这个
效应对于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赢得
更多的消费者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
作用。牌子不够响亮、企业规模不大
这都不是问题，一个坚守质量至上、
踏实务业的企业终会赢得消费者的
青睐。

时下，国内外经济危机此起彼
伏，中国实业要想生存，就必须自己
给自己长脸，小火慢炖，做足内功，把
实体做实。别总害怕让别人说闲话，
让自个儿生活得胆战心惊。

———三十评发展实体经济

苏泊尔“质量门”暴露实体经济内虚之象

任东晓

2月 6日至 10日，温家宝总理在
中南海五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
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
稿)》的建议。在谈到垄断行业改革时，
温家宝强调，将大力推动民资进入金
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针
对“新 36 条”没有真正落实，民资进
入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的现
状，今年上半年一定会把实施细则制
订出来。

一个“仍”字，无奈地折射出民间
资本仍然踽踽独行的窘境，不免让人
唏嘘不已。为何“玻璃门”与“弹簧门”
至今仍大行其道？到底谁才是两道门
的制造者？依靠谁来推开“玻璃门”与
“弹簧门”？

所谓“玻璃门”，即政策实施原因
造成的隐性障碍；而“弹簧门”，则是
既得利益者蓄意为民间资本设置的
显性障碍。

早在 2010年 5月，国务院就已颁
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这一被誉为民资近
年来最大政策“红包”的“新 36条”，曾
被大众寄予打破“玻璃门”、拆除“弹
簧门”的厚望。然而实施近两年来，
“新 36 条”对民资的助益却难孚众
望。再过 3个月，“新 36条”即将满两
周岁，但许多相关职能部门的实施细
则仍未出台。如电信、金融、电力等行
业依然很难看到民企的身影。

每当上面讲到允许民资进到某
某领域，总有企业一厢情愿地以为畅
通无阻，喜出望外地跑上前去，却撞

在无形的“玻璃门”上，面部扭曲，头
破血流；抑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以
为胜利在望，却被“弹簧门”强大的反
力弹回来，重重地跌倒在地，落得人
仰马翻。

面对两道门，民间资本的辛酸与
无奈可想而知。人们不禁发问：究竟
是谁设置了两道门？

不可否认，两道门的存在，有民
间资本自身的问题。比如不少民营企
业自身发展存在着人才、技术短缺，
运作管理不规范、业务单一等问题。
因此在企业贷款包括融资过程中，就
难免遇到种种障碍。

然而民间资本自身的缺陷，并不
是两道门存在的根源所在。“玻璃门”
与“弹簧门”的真正制造者，正是既得
利益者的垄断行业和一些制定有利
于垄断行业政策的政府部门。

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倾斜
性，为民资进入垄断行业设置了一道
无形的“玻璃门”。长期以来，政府有
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总是戴着
一副有色眼镜去看待民资，将其打入
另册，甚至对民间资本采取歧视性政
策。一方面国家要打破垄断、鼓励民
间资本进入重要的行业领域，特别是
垄断领域；另一方面，国家又提出促
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
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集
中。民资进入垄断产业由此面临诸多
宏观层面的困境。而“新 36条”看似
是为民资扫清障碍，实质上避重就
轻，许多措施实施起来也是脱离实
际，乏善可陈。

表面上大公无私，毫无偏袒徇

私，实际上却是内外异法，令民间资
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办法，
不论民间资本怎样努力，还是改变不
了为后妈所生的尴尬角色，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杀伤力更大的“弹簧门”，自然
是出在欲壑难填的垄断行业了。面对
民间资本这个亟待扶持的“小弟弟”，
垄断资本显然敷衍塞责，有恃无恐。
纵观其近两年的实践，虽然垄断行业
对民资貌似放开，但实质却在收紧。
而这种“形放实收”的路径，往往通过
配套措施的不落实，最终导致事与愿
违的结果。例如，放开航空领域，却对
民资申请航线加以刁难；放开金融领
域，却不让合规小额贷款公司办理存
款业务等等。不仅如此，就连部分对
民资早已形成开放事实的领域，亦出
现国企挟公权力以及资源配置的优
势，持续对民资形成打压。例如：民资
进入已逾 20 年的山西煤炭业、已逾
10年的陕北石油业、已近 10年的内
蒙古稀土业，在国资与地方政府的合
力“围剿”之下，很多民资无奈悲痛退
出。

一边是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
部门，偏护一方，充当垄断行业的保
护伞，为民间资本设置“玻璃门”；一
边则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垄断行业，
已经吃到嘴里的肉，自然是不愿再吐
出来，因此对民间资本大设“弹簧
门”，拒之于千里之外。

在近日的座谈会上，温总理讲
到，如何应对今年的经济困难。有两
个途径非常重要：一是支持实体经
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二是

放活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这两项工作是相互联系的。为民间资
本“松绑”，已成大众所望。

然而“玻璃门”、“弹簧门”的存
在，导致民资的投资渠道与领域仍
然受限。这不仅对民间资本本身是
一种伤害，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
展也极为不利。打破民资进入垄断
行业的两道门，已是迫在眉睫。我们
需要的是打破“玻璃门”、拆除“弹簧
门”，而不是把玻璃越擦越亮，把弹
簧越压越紧。

要打破两道门，一要降低准入
门槛，二要制订公平的规则。只要符
合这个规则，一切资本都可进入。因
此对于政府来说，需要做的不是行政
审批，而是制订规则。而且这个规则
只涉及技术性的准入规则，那些非技
术性的普遍规则交由行业本身和市
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则的制定，
要站在公平的角度，而不是与垄断行
业一个鼻孔出气。

对于垄断行业来说，唯一期盼
的，就是这些“巨无霸”们能够良心发
现，能够多一点社会责任感，多一点
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许多垄断性国
企自己制定国家标准，自己制定竞争
规则，只要这些企业不高兴，他们随
时可以挤垮民企，这样为己谋私的行
径显然不利于民间资本打破垄断。但
愿这些垄断企业能够少扮演“裁判
员”的角色，多充当同台“竞赛者”的
角色。

温总理表态今年上半年一定要
把实施细则制订出来。还有 4个月的
时间，民营企业充满期待！

潮起潮落，花开花谢。中国实业
历经商海沉浮，时代变迁，终于找回
了自己的定位，一场回归实业的变革
正在中国大地上悄然酝酿。

不可否认，这是一场迟来的变
革。从 2006年下半年起至 2011年的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5 年的时间
让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以价格获
取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业尝遍了由
虚拟经济带来的所有酸甜苦辣。直至
今日，实业家们才终于意识到这是一
场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的游戏，于是他
们开始醒悟，开始寻找出路，开始回
归主业。

其实“回归”一词，对于中国实业
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早在 2008年李
文杰上任健力宝贸易公司总经理时，
他就提出让健力宝“回归运动”的口
号。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企业的健力
宝，以它的创业历程形容中国传统实
业近几十年走过的道路，绝对是恰如
其分。

虽然健力宝的回归之路已有一
些时日，但是回顾其创业历史，依然
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上世纪 80年
代末到 90年代初，“健力宝”风靡全

国，谱写出“中华魔水”的传奇。后来，
随着在与“两乐”（百事可乐和可口可
乐）的市场竞争中，保守的市场营销
策略、混乱的管理制度等问题一并凸
显，加之资金链的断裂，李经纬时代
的“江山”在 2001年轰然塌陷。改制，
成了健力宝的出路。

接任李经纬的是资本家出身的张
海，他习惯在资本市场运作。资本家如
何运作市场？简单一句：投机倒把，以
钱生钱。果不其然，从 2002年年底到
2004年初，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健力宝
就收购了华意电器、江西景德镇健康
产业园等多项产业，此外还投资了三
家足球俱乐部。抛弃实业，盲目扩张，
把企业作为运作资本的平台，张海的
这条“资本家之路”让健力宝一路走到
黑。最终，张海仍没逃脱李经纬末期的
命运，无奈被“下课”。

企业真正重获新生是在 2008 年
1月，继深谙饮料业运作的实业家李
文杰上任后，他潜心研究市场形势，
果断提出“回归运动”的口号，把健力
宝重新打上了运动的烙印。从此，健
力宝如鱼得水，似一匹黑马活跃在中
国的饮料市场。

谈到此处，相信早有人从中产生
共鸣，豁然省悟。从实业家转到沉迷于

换手游戏的资本玩家，最终又回到实
业家手中，健力宝着实跑了一大圈冤
枉路。凑巧的是，不知道是中国实业家
天生喜欢挑战还是耐不住寂寞，偏偏
就对这条冤枉路情有独钟，好像不走
上一遭就枉来此生。然而，纵然来者雄
心勃勃，最终却都落得惨败收场。

毋庸置疑，天生是什么料就要成
什么样的才。是干实业的就踏踏实实
地走实业的路，看着别人资本家的华
丽就耐不住性子抄小道的做法是不
对的。就像一场婚姻，如果上过花轿
嫁错郎，不仅是对彼此的折磨，而接
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会让彼此
丧失信任。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被虚拟经济
的海市蜃楼忽悠一回，又怎能体会到
回家握着自己实业的钱心里那份倍
踏实的劲儿。换帅频繁的健力宝经过
一次次伤筋动骨的折腾之后不还是
本本分分的回归到基本面上，丢弃的
遗产正一点一点地被拾起。

环顾四周，“回归”已是大势所
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均
已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
措施，温家宝总理更是走到哪儿说到
哪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振兴，
必须靠实业。没有实业的中流砥柱，

仅靠繁华的虚拟经济遮掩的国家永
远都只是一个“美丽的花瓶”，中看不
中用。何况，这个花瓶还被放在悬崖
边上，被大风吹得摇摆不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为了尽
快地走出经济衰退 , 世界各国积极地
采取措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美国、
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重新
认识到实体经济的作用和本国经济
发展的缺陷 , 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
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 政策的着力
点以扶植新兴产业为主。

实业强则国家强。回归实业，这
是实业家们必须，也是唯一的一条能
够继续生存之道。在虚拟市场上不费
吹灰之力就能吸纳千金，而现如今又
要勒紧裤腰带，捋起袖子大干实业，
落差的确存在，但是再多的不甘心、
不服气、不乐意都只会把自己推向深
渊。健力宝已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
大家上了意义非凡的一课！如果还走
当初的资本老路，它怎能有幸在 2010
年广州亚运会以及 2012年即将上演
的伦敦奥运会上如此尽情地奔放？

谁有远见谁回归。不要再怀疑
了，不要再犹豫了，这场变革的号角
已经吹响，明智的企业家绝不会让自
己输在这条新的起跑线上。

喊的是“结构性减税”
做的是“结构性增税”
（上接第一版）

一个证据确凿而无以辩驳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国家
正在与民争利，与地方争利，与企业争利，而且这种“争
利”速度在加快。

税负如泰山压顶使企业伸不直腰杆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税感强烈”，出现“挣得不多缴得
不少”的现象。以一家知名大型食品企业为例，该企业主
要税目有增值税 17%、企业所得税 25%、营业税 5%等。此
外，还要以增值税或营业税为基数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等。算下来公司去年税费缴纳达
1.58 亿元，而当年公司的净利润为 1.65 亿元。该案例反映
出我国税制的一个不尽合理之处，即增值税、营业税等流
转税所占的比例较高；况且这是盈利好的企业，经营困难
的企业还能活得下去吗？
显然，连年“结构性增税”，严重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

阻碍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危害甚大。首先，税收的超常
增长，与 GDP 增速严重背离，这深深地挫伤了民间资本发
展实业的激情，干扰了中小企业的正常发展。本来，畸形
的金融体系和紧缩的货币周期，让中小企业已经日子十分
艰难，再加上高昂的税负，中小企业只能进一步沦为弱势
群体，严重影响了就业的创造机制。
名目繁多的税费在企业困难期显得太不合时宜。除了

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之外，城建税（营业税的
7%）、价格调节基金等多种费用，加上环卫评估费、消防许
可费、员工健康证费用等各种收费和罚没，再加上一些摆
不上台面的收费，中小企业的真实税负是个极其庞大的数
据。税负实可谓泰山压顶，重压之下，企业怎能挺直腰杆，
均匀地呼吸？
虽然对中小企业减税的呼喊声越来越高，但始终是雷

声大，雨点小。目前 1000 万家小微企业，过去两年减免的
税收总额每年也就在 300 亿左右，减免额不到总税收的千
分之五。若考虑到减免过程中的严苛标准，这 1000 万家都
享受到了减税的能占多少？
近几年，各地税务部门明显加大了税收的征管力度，

表现得“特别能战斗”，很多企业合理避（逃）税之路被截
断。

至今未看到减税的“顶层设计”

谁都知道，随着人民币的加速升值和劳动力成本的快
速上升，中小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中国制造
的比较优势正在出现丧失的苗头，这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
增长和就业带来潜在的巨大冲击。如何维持中国制造的成
本优势、缓解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应该说，推行结构性减
税实是最易奏效的解忧之策。
当前应再次实施真正的“结构性减税”，而不是“结构

性增税”。这不仅因为欧美债务危机阴影仍未散去，更因
为我国正面临出口大幅减少、内需短期难以激活的双重困
境，此时唯有大幅减少税负，给实体经济减压，才有可能给
我国经济恢复良性增长提供可能。
结构性减税不只是喊喊而已，应当马上做起来，使之

成为一项基本和长期的财政政策，并拿出相应的“顶层设
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确定为 2012 年经济
发展的总基调，强调在稳增长的同时，要在结构调整、改革
创新和民生等领域有新的突破。尽管会议仍强调明年继续
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具体内涵和
着力点上，明显不同于去年。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其
着力点从去年的“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转向了引人注
目的“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而在具体表现上，会议提
出，要“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
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
环境保护税改革”。

从新闻舆论来看，减税是出镜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去
年以来，面对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
中央高层多次强调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减负。10
月份出台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举措中，就上调了中小企
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额，同时将中小企业“减半征收”的
政策延续到 2015 年。

但给人的感觉是，目前的结构性减税更多是扶持产业
发展或中小企业的临时性举措，还没有成为一项基本和长
期的财政政策，我们至今未看到相应的“顶层设计”，以至
于具体的减税措施只是在个别税率上微调，并没有触及不
合理的税制本身。
今年是我国经济极为复杂和困难的一年，稳增长、调

结构、促改革、保民生的任务很重，越是困难时，越要轻徭
薄赋，这不仅仅是为企业减负，也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奠定良好的税制基础，也是为今后三年乃至十多年奠定良
好的发展基础。

难以摆脱的“结构性增税”链条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为什么“结构性减税”变成了
“结构性增税”？

从税负情况看，刚性较强税种的无奈减少，说明我国
当下经济已相对低迷；弹性过大税种的人为增加，相对说
明我国当下的财政压力正在加大。而这两种趋势的相互背
离，不仅表明我国经济正走向一个负循环“经济下行寅加
大投资寅财政压力寅加大税收……”更揭示出造成“结构
性减税”逐渐演变成“结构性增税”的根源。
原来如此。我们已经陷入经济快速增长的循环链条

里，拔不动腿，走不出来了。
这样下去行吗？能走多远？
减税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第一等大事。虽然减税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税收
增长放慢，但从长期而言，却改善了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居
民的实际收入，蛋糕做得更大，只会让税收收入重回高增
长。这样的账是能够算得过来的。
如何有效把握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更好地

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作用，值得财务部、税务总局等诸
方面认真研究和分析。2012 年减税一万亿，如何？不管多
少，先设定一个目标，这点很重要。让资本重回实体经济，
让实体经济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基础和根本，
不仅需要动员和号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措施和手段。嘴
里说的是一套，手里做的是另一套，很容易使人想起口是
心非这一成语。如果真的是这样，还不如不说。
在一系列减税背景下，中国是否已进入“减税通道”？

中国的税收在 2012 年是否会转变为低增长？尽管我们不
敢相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是我们仍然抱有希望。
不要再在“结构性”的迷魂阵里琢磨了。中国的实体经

济需要的是结果，是一个“减”字做得如何。减税则民兴，
企业兴，国家兴。不减税，则反之。

———二十九评发展实体经济

健力宝“回归运动”揭示实体经济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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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

———二十八评发展实体经济

谁是“玻璃门”与“弹簧门”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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