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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金改”方案出台
利率市场化五大难题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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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危机警报难除
制度设计缺陷形成“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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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亿元投资
“排列组合”数字城市建设

P10 日前，义乌民营企业家楼仲平在
其新浪加 V 实名认证为“义乌市双童
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微博中发
出质疑：“什么都卖能救义乌市场
吗？”

他在微博中引用了金田阳光投
资董事长金位海的话：“现在是买全
球卖全球时代，大家都上互联网，干
吗要跑到义乌买东西？因为义乌市场
什么都能买到。我认为把专业市场转
变成综合市场，成功概率会极大提
高。”对此，楼仲平并不赞同，他说：
“义西市场已在建了，五期市场已罢
过工了，服装市场每天在闹了，义乌
市场还不够大吗？”“这就是现状，中
国在迷茫，义乌在迷茫，企业在迷茫，
个人也在迷茫中！继续等待就只有关
门的一天！”楼仲平在微博上发出这
样的感慨。

与此同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
的 8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2%，
这是 PMI指数自去年 11月以来首度
跌破 50%，创 9 个月以来新低。这对
于以外贸出口为主的义乌来说，无疑
是一个明显的预警信号。

9月 19日，浙中崛起千亿投资工
程———义乌市“300亿助推国贸改革”
系列项目启动。喧嚣背后 300亿元投
资由谁买单？此举是否能为在世界经
济不景气的大形势下的义乌小商品
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义乌小商品市
场的现状究竟如何？为此，《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程赶往义乌进行实地调
查。

企业家困惑
义乌市场或进入恶性循环

为了当面采访楼仲平，《中国企
业报》记者曾在其微博发布的第一时
间给其留言，但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

到回复。
《中国企业报》记者查阅到的相

关资料显示，楼仲平是义乌第一代亿
万富翁，其企业———义乌市双童日用
品有限公司正是依托义乌小商品市
场发展起来的。

楼仲平在微博中表示：“现在的
义乌市场有进入恶性循环的趋势：利
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管理者
又贪大喜功不做内质提升，尽做表面
文章！苦了商户，明明一年不如一年，
还要在利益集团的虚假数据忽悠下
扮演‘皇帝新装’！”

楼仲平担忧：“义乌背靠小商品市
场经济繁荣了这么多年，在目前全球
化买卖市场的前提下，应转变经营思
想，去创新经营理念，去分析市场了解
商户，看市场和商户的需求是什么，去
适应市场和商户的发展需要，不要被
盲目追大所拖累，如果义乌市场不改
善，不进行创新化经营，义乌经济和市
场将受到影响。”（下转第二十一版）

义乌小商品 300亿元扩容
隐现利益集团诉求

义乌一些本土企业家并不看好“大而全”式的扩容：扩容只符合市场既得利益者的意

愿———继续大干快上，既可以把义乌现有财政全部耗掉，也可以在重复建设中实现两位数

的 GDP增长，更重要的是，义乌的房地产企业也可以赶上这顿最后的晚餐。

本报记者 张艳蕊

8月 30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
财政部、人社部、民政部、保监会等 6
部门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规定，大病保险的保障
对象是城镇居民医保以及新农合的
参保人，所需要的资金从城镇居民医
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向商业
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不再额外增
加群众个人缴费负担。承保机构除需
自负盈亏之外，还必须遵循收支平
衡、保本微利的原则。该《意见》被认
为是针对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现象而出台的“大病保险”新
政。

据国务院医改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已有 24个省份的部分市县进
行了城镇居民大病保险的探索，有“八
大模式”在众多试点中脱颖而出。“襄
阳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襄阳模式释义：政府出
资，商业保险机构用力

阳光人寿湖北襄阳中支总经理
张传保介绍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有 3 万元左右的保障，而要想
切实改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
况，这样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因
此引入商业保险机构，有利于系统
化、制度化地解决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的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

2009年，襄阳市政府在全市实施
城镇居民大额医疗费用保险制度。阳
光保险当地机构高度重视，与其他保
险巨头同台竞标，最终一举胜出，不
过当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项目
在 2010年 3月份开始实施，逐步形
成了政府主导，医保局、财政部门监
督执行的结构，这就是襄阳模式。

具体做法是，由襄阳当地医保基
金筹资每人 20元，城镇居民不需再

出资便可获得大病保障，只要患病支
付合理费用超过 3万元，超出部分由
阳光保险按一定的比例支付，支付封
顶为 9万元。也就是说，患者出院时
结算自费部分，然后由定点医疗机构
来进行结算，3万元之内的其他部分
由社保来承担，3 万—9 万元部分由
保险公司来支付 60%—65%。对患者
而言，不再需要自己先行垫付，然后
再跑医保、跑商业保险机构报销，一
站式解决了补偿问题。

在该模式中，阳光保险总结分析
了全国多地医保政策，协助市医保局
制定了风险管控措施和数据监控模
型，共同对项目进行管理。在管理过
程中他们与医保局“合署办公”，坚持
将“六个统一”作为风险管控的核心，
即统一征缴、统一政策、统一人员调
配、统一系统管理、统一医疗管理、统
一支付标准，最终使得风险在控制范
围之内。这也是“襄阳模式”的最大特
色。 （下转第四版）

阳光保险创大病保险“襄阳模式”

本报记者 雷景

日前，中国企联转交本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致中国企
联《关于核查中国企业新闻网有关情况的函》，函中指出，
“中国企业报社所办中国企业新闻网以负面新闻报道相要
挟敲诈勒索基层企事业单位”。对此，本报郑重声明：

1、中国企业新闻网现由中企连线（北京）网络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运营，中国企业新闻网及其所开设的地方频
道均无独立新闻采编报道资质，故其所属人员采访行为均
为违法行为。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2年 7月 25日发文
“国新网服函[2012]1号”《关于取消中国企业新闻网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备案事》中已取消了“中国企业新闻网 www.
cenn.cn”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备案，故其进行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的行为目前均为非法行为。

2、中企连线（北京）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企
业报》社与中连畅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6年 10月
创办的有限责任公司。因股东双方合作长期存在矛盾，本报
已多年无法行使股东正当权益，对中国企业新闻网已无法
有效管理。本报目前正在采取行政、法律等手段解决双方存
在的问题。

3、鉴于中国企业新闻网目前状况，本报郑重提醒所有
单位和个人，对中国企业新闻网的任何“新闻采访活动”不
予接待，或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对于冒充、盗用本报名义
进行新闻采访等活动的行为，本报保留追究当事人法律责
任的权利。

欢迎社会各界给予监督。
《中国企业报》社监督联系电话：
010-68485798 68701500 68701250

《中国企业报》社郑重声明

惠及 28万城乡居民，“六个统一”化解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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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

休刊通知
尊敬的读者：
因中秋、国庆放假，本报 10月 2

日休刊一期，10 月 9 日恢复正常出
报。特此通知。
预祝全国读者“双节”快乐！

《中国企业报》编辑部
2012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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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评论

本报评论员 李锦

在连续停产后，包括索尼、佳能在内的在华日企的部分工
厂陆续恢复生产。听到这个消息，令人高兴。

因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已对
中日两国企业造成一定影响。 中日两国企业如何相处？中日
社会彼此是否能承受得起经济战的代价？中国人应当怎样认
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句话？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分析。

近期，我国有相当多民众在爱国情怀影响下，积极参与保
钓运动，并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抵制日货”，日本也有抵制“中
国货”的言辞和举动。这种不断升级的冲突局面令人担心。

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往
来较为频繁。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是中国第三
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 3400亿美元。友好合作、互
惠互利、共同繁荣带来两国政府乃至企业多赢局面，但是一旦
发生经贸对峙、互打经济牌，受到伤害最大的是中日两国企
业，最后这场“战役”将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日本大部分企业利润来源于中国市场，日本对华贸易
40%的依赖，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服装鞋帽、资源类原材料方
面，高附加值的比重并不高。中国对日本贸易 20%的依赖，比
重虽然低，但日方占据的都是核心配件和高端物流管理等领
域。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中，中低端产品比例较大。而这些中
低端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有韩国、东盟国家等数个竞争
者，这对中国的对外出口构成了威胁。

如果中日两国爆发贸易战，日本产品将暂时无法替代，将
对中国关联企业受到影响。比如高铁项目中需要的高级钢板，
包括国产汽车里面需要的特许钢、高级钢，都需要日本提供原
材料。前不久日本地震的时候，日本的高端电子产品产业链停
运了，这些零部件进不来，我国企业受的影响非常直接。

从投资角度看，日本承受不起扔下 3万多家在华企业另
寻投资热土的失败。而对我国而言，在华的几万家日企雇佣了
超过 1000万人就业，给我国年纳税额达到近 700 亿元，日本
企业大撤离则意味着数万家为日企配套的生产和服务型企
业将倒闭。

而最让我们伤不起的是，日本企业撤资的负面示范效应
一旦与美欧经济减速、跨国外资撤离叠加，加上美欧因为实业
再造已露出征兆的尖端企业回流本土，将使我国吸引外资面
临更为严峻的局面。大量外资将转移到中国邻近国家。日企在
印度、俄罗斯和东南亚等拥有一些可用以替代中国工厂的条
件。

按照中日贸易现状，如果任何一方决定采取经济手段反制
对方，那么这将对双方的经济走势都构成影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道理，在中日这场经济博弈中将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有句古语叫“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我们要看到，中日
冲突的背景后面还站着一个“偷着乐”的美国渔翁。两个制造
业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机遇。从实力
此消彼长的角度分析，美国将成为中日之间发展冲突的战略
受益者。

任何争端的背后都是经济利益在主导和驱使。从某种程
度上说，这个时点爆发的钓鱼岛之争，名为领土之争，实为美
国主导的经济之战，名为中日之争，实为美中之争。在我们热
情澎湃去反日护岛时，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战早已无声无息
地打响。

冷静客观地将中日付诸经济战的利弊作一分析，相信我
们能够形成共识：领土之争应用外交方法解决，不应转化为经
济战争，中日两国企业不应成为钓鱼岛事件的被牺牲者，日本
不应该成为美国经济图谋的被利用者。（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中日企业不应受到
钓鱼岛事件的“伤害”

已过而立之年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步入发展十字路口 CNS供图

珠海中富“投机”信号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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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公司

中船协表态产能过剩被夸大
P12

推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
当务之急
着力重点
根本保障

P05

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石军撰文
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
健全经济运行预警和
处置机制，着力重点是
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步伐，根本保障
是调整拓宽改革开放
的推进路径。

9月 23日，中国
企联在杭州召开 2012
全国企业文化（太子龙
集团）现场会，授予太
子龙集团“全国企业文
化示范基地”称号。中
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尹
援平出席会议并揭牌。

用“世界责任”铸造民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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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拆迁一年
曝千万元宅基地非法买卖案

P25
香港荣华月饼
或面临退出大陆市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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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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