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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是一个夹杂了太多负面感情的词汇，其中包含了民
众的仇富心理、不劳而获、不思进取以及恨铁不成钢等等。

曾经有一项调查显示，37%的“富二代”希望自己创立一番事
业；45%认为自己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不愿接受父辈的事
业。

对他们来说，被冠以“富二代”的名号是没有选择的，这个头
衔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不愿意做木偶，要独立！要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瞧瞧！”
一些兼具勤奋和胆识的“富二代”的创业者，在充满坎坷和艰

辛的实业道路上，有的已经有所斩获，有的也已经崭露头角。
比如 HTC 创始人王雪红。作为台湾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

人王永庆的女儿，她是典型的“富二代”。但是，她却选择白手起
家，带领 HTC 在高科技领域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对于那些继承了老一辈企业家财富与权力的“富二代”企业
家们，父辈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企业运转良
好，会归功于父辈的决策英明、管理团队的良好执行；企业稍微有
些风吹草动，就会落下“无能”、“草包”的骂名。

久而久之，这些“富二代”企业家们实业报国之心渐冷，追求
实业报国的脚步渐缓。“想做点事儿”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
声音。

为了证明自己，他们领导企业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房地产、银
行理财与信托投资上来，在国际经济资本化、虚拟化大潮的冲击
下，这些稚嫩的肩膀，放下了实业报国这面最鲜艳的旗帜，转而追
逐财富最大化。

他们迷失了方向，抛弃了以实业起家的老一辈企业家们的优
良传统，转而成为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者，在这个“钱生
钱”的游戏中，病态的赌徒心理作祟，使得欲望的雪球越滚越大，
就像吗啡和海洛因，让他们沉醉、沉迷、沉溺，乐此不疲。

然而，这些从事虚拟经济的“富二代”投资家们，“白天在去资
本市场的路上，晚上在从资本市场归来的路上”，很少有人用赚来
的钱服务和给养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国家应对危机之根，是国家谋划发展之本。发展
实体经济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其能够在泡沫经济风浪和金融危机
海啸中立得住、站得稳的根本。如果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作后盾，
虚拟经济只能是为了摆脱暂时的饥饿所画的饼，看起来很美，但
吹弹即破，这将对我国的长远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欧债危机敲响了警钟、国家呼唤企业重归实业的大背景
下，“富二代”企业家能否扛起父辈实业报国的旗帜，转而专注于
实体经济？

这牵动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目前，中国老一辈企业家有的已经功成身退，有的也已经淡

出一线的管理舞台 ,“富二代”企业家大范围上位的时代已经到
来。但是，这支大旗对于他们稚嫩的肩膀来说，显得沉重许多，因
为老一辈企业家传承的不只是财富，还有老一辈企业家的精神。

中国老一辈企业家们勤劳、坚韧，能担当，有进取心，他们为
实业奋斗的动力仿佛无穷无尽。他们追求财富，却不以聚敛财富
为目的；他们也尝试投资，但从来不耽误自己的主业；他们白手起
家，却能够经得起金融风暴的洗礼；他们历尽千辛，心中的那份坚
持从未改变。

这份坚持便是实业兴国、实业报国，这份坚持源于他们那颗
热忱的爱国之心，使得他们不只为自己而活着，更是为了更多的
人而活，活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

一个重大抉择摆在这些“富二代”企业家面前。
是选择继续证明自己，把追逐利润当成是终极目标，而且连

追求利润的方式也是不加选择，还是先实现一个“最低目标”———
建造一个健康的企业，成为一个健康的企业家。

这需要国家引导“富二代”企业家正确认识财富和人生的意
义。通过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将
社会上弥漫的投机心理驱除，使他们安心发展实体经济。

在这个呼唤企业家重归实业的时代，中国乃至世界都需要
“富二代”企业家扛起父辈实业报国的旗帜，这面大旗不能倒下
去，这是实体经济得以发展壮大的灵魂。当他们肩负起这份责任，
“富二代”这个词汇，就有了新的含义。

———三十八评发展实体经济

“富二代”企业家能否
扛起实业报国的旗帜?
任腾飞

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悄
然下发了《关于调整锡矿石等资源
税适用税率标准的通知》，决定自
2012年 2 月 1日起，对锡矿石、钼
矿石、菱镁矿、滑石、硼矿、铁矿石等
六种矿产品资源税适用税率标准进
行调整。本次调整中，锡矿石资源税
率的提高幅度最高，较原先提高了
20倍。铁矿石的规定税率也由最初
的 60%上调至 80%，其余钼矿、菱镁
矿、滑石、硼矿等都有不同幅度的提
高。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国
家将进一步推动资源税改革；这是
一个消极的信号，表明资源类相关
行业将承受更大的经营成本压力。

诚然，国家提高资源税税率的
本意是好的。旨在更好地发挥税收
调节功能，避免属于国家所有的稀
缺性资源利益的流失，保护生态环
境。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改革的时
机欠妥当。

前面笼罩实业的阴霾还没有散
去，政府呼吁“回归实业”的余音还
萦绕耳边，后面紧接着下达了提高
资源税税率的通知，这无疑给企业
当头一击。锡业股份 2月 22日发布
临时公告称，受财政部、国税总局关
于调整锡矿石等资源税的影响，企
业今年生产成本新增约 5000万元。
测算进一步显示，扣除所得税后，对
净利润影响约 4845万元，折合每股
收益 0.046元。

当前多数人认为，基于原有基数
较低，上调后的开采成本不足以影响
大型冶炼企业的生产经营。然而，必
须认识到，对于小规模的矿山企业以
及钢铁行业，此次税率上调势必会导
致其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以钢铁业为例。据中钢协内部
消息透露，2011 年 9 月份 77 家大
中型钢铁企业中有 9家亏损，10月
份增至 25 家亏损，亏损面扩大至
32.5%，而 11月份亏损面进一步扩
大至约 37%的水平。中钢协会员钢
铁企业 2011年 11月份若扣除投资

收益，净亏损约为 9.2亿元。
全行业利润降至“冰点”，寒冬

来临的背后很大原因是高成本的制
约，其中铁矿石涨价因素不容小觑。
此番资源税税率的提升，无疑进一
步加大了铁矿石的开采成本，企业
只能通过提高销售价格，将成本损
失额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为何铁矿
石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坚不可摧？除
去其背后少数企业垄断因素所致，
另一原因就在于高成本。

有人认为，既然国内开采成本
高，何不直接到国外进口。的确，降
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增加能源资
源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产
品进口属于结构性减税范畴。表面
上看，这为企业进口原料提供了便
利，降低了经营成本。但是进入
2012年，部分铁矿石出口国采取贸
易保护政策，我国铁矿石进口的外
围环境进一步恶化。

目前，不利于钢铁业的因素主要
有两点：一是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
不断提高铁矿石出口关税；二是还没

有起爆的“炸弹”，即尚未最终通过的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法案。澳大利亚
政府宣布将于 2012年年中开始向铁
矿石、煤矿征收高达 30%的资源税。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同
时对铁矿石的进口量也是排在世界
第一位，澳矿大额收税，将直接加重
国内钢铁行业的成本支出，不利于钢
铁业的良性发展。

外围的恶劣环境让中国企业难
以冲出国门，恰逢此时内围的资源
税税率又节节攀高，中国钢铁产业
确实进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一些抗
压力弱的企业怀揣微利，势必会退
出市场。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说：“税收
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
少的鹅叫。”当下企业的元气还未恢
复，国际环境也不利于中国资源进
口。政府理应出台相应措施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而不是用日益加速的
资源税改革将其步步紧逼。能不能
够不提高税率或是缓段时间再征
收？让大多数企业缓一口气。

———三十七评发展实体经济

矿产品资源税的调整能否缓一缓

任东晓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于 24 日
至 25日在河南省考察金融工作时
表示，要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健康发
展，努力破解“三农”和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
本进入金融领域，不断发展和完善
“草根金融”。

在 2 月 1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一次强
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等领
域。近年来这样内容的讲话很多，
只是最近较为集中而已。

不久前，温州商人林春平 6000
万美元买下大西洋银行，后来更名
为新汇丰银行。据说，先前这家银
行价值 4亿美元。这则新闻很有价
值，不过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
生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林春平只花了 6000 万美元就
当上了银行家。这样的故事在中国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发生
的只能像吴英那样偷偷摸摸的非
法集资者。

温州人是很聪明的，他们早就
有办银行的想法。在此前的 10年，
温州民间资本在内向国务院申办
成立华侨银行，在外选择意大利尝
试成立欧联华人银行，均告失利。
为了当上银行家，不少人非法揽储

甚至办起了“地下钱庄”。
这个林春平在温州有没有想

过办钱庄，不得而知。其实，林春
平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只花了
6000 万美元，这并不算是天文数
字。就在温州，拥有这种资金实力
的老板也不乏其人。为了让手中
的钱增值，温州的商人炒房、炒
股、炒黄金，甚至违法经营地下钱
庄。据专家估算，仅温州“地下钱
庄”的经营规模就数以千亿计。而
这个林春平不似吴英等人愚笨，
终于越过太平洋做起“橘生淮南
则为橘”的美事。

其实，中国这块土地是非常需
要民间银行的。民企有大量的资本
缺乏投资的渠道，大量的小微企业
融资困难。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难，政府一再要求国有控股的大银
行在信贷上向小微企业倾斜，但由
于向民营小微企业的贷款效率低、
风险大，政策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
落实。而如果有了“门当户对”的民
营中小银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虽然 2005年“非公经济 36条”
以及 2010年的“新 36条”等很多
中央文件都明确提出鼓励、引导、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等行业，但
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限
制的条件太多，从而形成“玻璃门”

现象，使得林春平在中国办不起银
行来。

其实，中国土地上并不缺少办
银行的，比如银行央企、地方政府、
地方国资等形形色色的垄断资本
和产业资本。2010年 3月，中国移
动以 398 亿元收购浦发银行 22 亿
新股，成为浦发第二大股东，堪称
其中的杰作。

无独有偶，一批制造业央企以
及当地的政府投资平台，纷纷大手
笔入股城商行。2011年底，大唐集
团斥资 14.1亿入股富滇银行，成为
富滇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大家现在都知道银行是个金
娃娃。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要攥在
自己手里，一些实业企业也想把这
个作为产业金融混合发展的跳板。
只是政策上不支持民间办银行而
已。

国务院日前表示，鼓励民间资
本进入铁路、金融、市政等关键领
域。其中，金融领域更是吸引了民
间资本的注意力。对于各地方政
府，一方面存在支持发展民间融
资、盘活当地民营经济的意愿；另
一方面又担心由此滋生金融风险
难以控制。 在此矛盾之间，民间银
行便不让办了，只是小额贷款之类
的假银行罢了。

去年年中，温州爆发民间融资

难题，实际上是民间资本的金融投
资渠道不畅引发的，集中反映了当
前我国民间资本的“堰塞湖”的难
题。从温州事件的爆发反映出，如
何疏通民间资本，发挥民间资本服
务经济的作用，已经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放宽民资进入垄断领
域，不仅可以疏导当前汹涌澎湃而
又没有投资方向的巨大民间资金，
避免这些民间资金横冲直撞、惹是
生非，又可以逐步打破垄断领域，
尝试性推动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民
间银行出现，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
作用。

现在，林春平终于“破冰”了，
但却是在国外破的冰，是拿中国人
的钱为美国人服务。这是林春平本
人所不情愿的，也是其他国人所不
乐见的。如果这种做法更多地被复
制，还会造成国内资本的大量外
流。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当然是进一步开放国内的金融业，
让民间资本家在国内实现做银行
家的梦想。

温州商人收购美国银行也许
能倒逼着国内金融业打破垄断。
“非公经济新 36 条”的实施细则可
望在今年上半年出台，不知道能不
能把民间银行这一条写进去。也
许，更多像林春平这样的民间银行
家能在国内涌现。

李思贤

———三十六评发展实体经济

愿闻温州人收购中国的银行

是趁火打劫、继续榨干企业的
血，还是适当收敛、“哺乳”实业？后
者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然而，中国的
银行家们没有一个愿意这么做的，
因为对于暴利的贪婪性决定他们不
可能这么做。尽管中央政府喊破嗓
子，他们甚至连样子也不肯做。

正因为如此，如同垄断性央企
近年来遭遇的铺天盖地的公众批判
一样，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所享受的
庞大的制度保护和垄断红利，使其
置于被批判的风口浪尖。银行业暴
利风波再一次把商业银行拉入高风
险期。

贪婪暴利的道德风险

2011年，商业银行非银行利息
不到 20%，换句话说，也就是银行利
润的 80%以上来自利息差。目前，我
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 3.5%，
而贷款利率为 6.56%，利差为 3个
百分点。只要有存款、有放贷，银行
想不赚钱都很难。如果在一个充分
竞争的市场体系，银行的利差不会
达到 3%，资本回报率也不会动辄超
过 30%。然而今日中国银行业的事
实便是如此。早已有人指出：银行业

暴利是因其双向垄断的结果。作为
排他性存款机构，有动机和能力压
低存款利率掠夺存款人；作为占据
绝对控制地位的贷款人，国有商业
银行有动机和能力提高贷款利率掠
夺借款人。因而中国的存贷款利差，
是全世界最高的。特别是近年来，国
内大银行越来越脱离于其理应遵守
的行为边界，有日渐异化的倾向。过
去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银行
业，如今正以自我为中心，在虚拟世
界中自我循环；尚未完成内部改革
的银行业，在还没有学到太多的市
场经验与风险管理意识的时候，就
已沾染上了美欧同行的贪婪习气。

虚拟经济的生存风险

银行业的事实垄断造成中国实
体经济的水池越来越浅，严重阻碍
中国科技进步和老百姓创业。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暴利，
2011年中国地产泡沫造成实体经济
危机，银行业照样暴利，就很能说明
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危机必须要倒
掉一批企业，倒掉一批银行，不然后
果难料。一些放高利贷的银行工作
人员和权利业者，一直在赚取海量
的暴利，使得受惩罚的永远是实体
经济。

银行盈利的来源是实体经济，
中小企业在完成自身蜕变的同时，
也是行业优胜劣汰的过程，也许有
的行业活了下来，而有的则永远消
失。与自然生态相似，金融也是一个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态环境，但
是在自然生态中，居于生物链顶端
的人类已经开始反省人与自然的关
系，那么金融生态顶端的银行是否
也应重新审视实体经济的状态呢？

避免竭泽而渔，不光是说自然
界，对于金融生态也同样适用。如果
企业都倒闭了，银行还可能生存吗？

“高利差”的舆论风险

现在，公众对银行暴利投以审
视以至批判的眼光。 从 2010 年
起，随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央行加
息的步伐又远远滞后于实际利率水
平，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又一个“负利
率”时代，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
3.5%，而 2011年全年的通胀率至少
在 5%以上，居民储蓄存款一直维持
在 2%以上的负利率状态，通胀之
下，“跑得赢刘翔，但跑不赢 CPI”成
为公众的普遍焦虑。畸高利润也被
外界批评为“是以牺牲和剥夺储户
和存款人利益为前提的”。

高利差保护实质上是对存款人

征税，以此补贴银行业的一种政策。
从 2007年开始，呼吁取消存贷

款高利差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但实质性的改革迟迟未能推进；而
进入 2009年，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
危机的爆发，这一强化于 1997年亚
洲金融危机的垄断性制度保护，摇
身一变，成为“四万亿”刺激政策之
下，中国银行业非理性扩张的利器。
令人遗憾的是，刚刚结束的第四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推进利率市
场化”的提议并未出现在最终报告
中。银行业的舆论风险正在排山倒
海式的卷来。

国际竞争的弱化风险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银行体系
式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时
间窗口，中国银行业本应抓住机
会，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
尽早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
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
举措；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
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进而
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
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
资本的种子选手。可是，国内银行
业在改制上市后并没有启动太多
实质性的内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尽享政策
红利，蜕变成超级“印钞机”，造成
国内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利润畸高
局面。

目前，欧美同行陷入困境，正是
中国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银
行家们，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
点，画出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清
晰路线图的时候。否则，一旦欧美同
行恢复元气，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
国银行业了。

“分配腐败”的政治风险

银行业经理乃至每个员工的高
薪已被广泛关注。 金融企业“分配
腐败”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现象。如果
我们忽视它，它就像一颗依附于体
制的“毒瘤”，慢慢地侵蚀它的机体。
首先，从经济体系的环境———社会
来看，“分配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
准则，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金融垄
断企业利用公众给予它们的强势地
位，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
这和“劫贫济富”没什么两样，严重
破坏了社会公平，使贫富差距越拉
越大。

其次，金融“分配腐败”造成国
有资产的巨大流失。“分配腐败”最
大、最明显的危害在于把国有资产、

税收等全民财富以福利的名义转为
个人财富。

最后，从微观的经济个体———
金融企业来看，“分配腐败”、“福利
腐败”表面看是垄断企业本身得利，
但实质上它们是在扼杀自身的活
力，无异于“慢性自杀”。一个不断将
经营成本提高的企业，其市场竞争
力也必然不断削弱，在垄断状态下，
它可以转嫁给国家，一旦打破垄断，
进入市场竞争状态，又将如何自存
呢？

目前，中国银行家面临的不仅
有舆论风险、竞争风险、腐败风险、
道德风险，而且将面临生存风险。这
种风险不仅是来自内部，还来自外
部。怎样消除风险？前不久，温家宝
总理撰文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发展的根
基是实体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金
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各
类金融机构都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实
体经济的指导思想，全面提高服务
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
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

银行家们是被动地接受风险，
加剧困境，还是主动地化解风险？全
看他们自己了。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

———三十五评发展实体经济

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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