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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在华日企停工、复工时间表

陈青松

由于日本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
一意孤行的非法“购岛”行径，激发了
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各地爆发了
抵制日货运动，且有多个城市发生反
日示威游行。鉴于此，多家在华日资
企业被迫停工停业，生产经营受到影
响。

市场规则下，产品销售奉行的
是竞争。面对中国消费市场这个巨
大的“蛋糕”，想“咬”一口的除了国
内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外，海外企业
也是虎视眈眈。而在这众多的海外
企业中，并非只有日本在极力开拓
中国市场，欧洲、美国以及近邻日本
也都在自己的优势行业内抢占中国
的市场地盘。

中国消费市场这块“蛋糕”固然
大，却并非无限，况且目前我国消费
市场也面临增长缓慢的难题。因此，

面对这块相对固定大的“蛋糕”，谁
“切”得多，别人就“切”得少。此消彼
长的现象便显得异常明显和重要。

记者近日在苏宁、国美等连锁卖
场采访时，明显感觉日系家电“门前
冷落鞍马稀”。有消费者明确向记者
表示，原来准备买日系家电的，钓鱼
岛事件后，就放弃了这种想法，改买
韩系家电或国产家电。

目前，以三星为代表的韩系和国
产品牌抢占了日系份额。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竞争企
业咄咄逼人的围追之势，在汽车等领
域处于优势地位的日系企业似乎有
点无能为力，只能低调应对可能到来
的冲击。

郑州日产表示将尽量减少户外
活动和品牌宣传，未来一段时间将以
东风品牌的车型唱主角。

除了竞争对手的稳步快进以及
准备利用国庆和中秋“双节”促销战
略，日企在颇感郁闷的同时发现，一

些主要的竞争对手还在这场声势浩
大的抵制日货行动中趁势围追。

以日系汽车为例，一位日系车企
高层透露，有的竞争企业整车厂家甚
至向经销商下了死命令，如果不悬挂
“抵制日货”标语，将扣罚 5000 元现
金。

记者发现，网络上多个论坛、QQ
群都有日系车企主要竞争对手组织
员工拉横幅抵制日系汽车的照片，虽
然其影响大小无法判定，但竞争对手
欲就势围追堵截日系汽车的心态可
见一斑。

记者登录山东一家名为淄博唯
达长齐一汽-大众 4S店的网站发现，
在“信息”栏目中，写有“爱我中华抵
制日货誓死保卫钓鱼岛”等字样。

汽车销售专业人士指出，这是继
召回门、地震波后，日系车在中国市
场的又一次重创，其影响深度远大于
去年突发的日本大地震。然而，地震
后，企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重建秩

序，但中日关系恶化对日系车的影响
将在长时期内难以消除。

今年上半年，日系车的在华市场
份额已经降至 22.3%。8月，德系车更
是凭借 23%的市场占有率，第一次反
超日系。

据盖世汽车网的调查显示，有
57%的人认为，历次中日关系紧张都
在不断恶化日系品牌形象，不过，也
有约 33%的参与者站在了相反的立
场。

业内专家认为，国内有不小比例
因为非产品因素而拒绝购买日系产
品的消费者，但每次中日关系紧张都
有可能令这部分人群扩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
坚表示，对于日本制造业来说，中国
市场份额的萎缩将对其产生很大的
打击。

孙立坚甚至认为，未来不排除出
现“制造业地位被韩国等国家取代”
的情况。

钓鱼岛危机仍在持续———继汽
车、电器等主要日系产品相继在我国
遭遇大幅销售下滑后，事件从政治领
域蔓延到经济领域的趋势并未止息，
且迅即向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经营领
域延伸，并演绎了一幕日资企业停
工、关门潮。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深入日
资企业、市场终端进行调查，了解日
资企业停工歇业背后的原因、所受损
失以及未来在华战略调整打算。

停工潮汹涌

“从 15 日开始工厂发生反日抗
议活动，工厂就开始停工，让我们回
家待命，等候进一步的复工通知。”以
生产无绳电话为主的松下广东珠海
工厂的普通员工艾涛（化名）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

据艾涛介绍，15日，有部分员工
在工厂高呼反日口号，有情绪激动的
员工砸坏了工厂的一些设备。随后工
厂决定停产停业，让全体员工在家等
候通知。
“除了我们珠海工厂，松下在山

东青岛、江苏苏州的工厂都受到影
响，青岛工厂还有起火的现象。”艾涛
说，“工厂发生反日事件后，很多工人
情绪都不太稳定。我想这是工厂停业
的主要原因。”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松下中国公司相关人员表示，9月
15日，松下工厂确实发生了小规模反
日抗议活动，在青岛、苏州的工厂也
受到影响，工厂决定停工，不过目前
情况还是比较安定。“不过，松下其它
的工厂还是照常生产”。

据悉，松下在北京的中国业务管
理公司紧急设立对策总部，加紧收集
信息。

与松下的“顾虑”如出一辙，佳能
公司方面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出于保护工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佳能
在 17日、18日停工两天，涉及珠海、
苏州和中山三个工厂，约 2.2万名员
工“带薪休假”。

综合各方信息，自日本政府“购
岛”闹剧以来，在华多家日资企业生
产经营受到波及，陆续停工、歇业。受
近期中日关系紧张影响，尤其是在中
国“九·一八事变”81周年纪念日这
天，更有不少日本企业选择停产。

在汽车行业，日产、本田以及马
自达等也决定其合资工厂 18日暂时
停工。日产两座在华工厂于 9月 17
日停止生产，停工至 18日；本田在中
国的生产工厂于 19 日暂时停工，两
家工厂约 1.5万名员工带薪休假；长
安福特与长安马自达在南京的合资
工厂临时关闭，9月 18日开始，为期
4天；包括天津、成都在内的一汽丰田
工厂 9月 18日暂时停产。

决定停工的日本工厂还包括狮
王日用化工（青岛）、三菱电机中国公
司，日立中国公司则改为在家工作。

9月 18 日，记者来到北京华堂
商场，看到平日熙熙攘攘的华堂商场
大门紧闭，大门上贴着白纸“因店内
设施设备进行检修，我店于 2012年
9月 17日至 18日暂停营业。”
损失尚无法统计

在汽车销售方面，8 月份仅有本
田在中国是正增长，其他日系主流车
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丰田同比
减少更是高达 15%。

除了汽车等主要产品，日系品牌
家电销售额整体大跌。市场调查公司
中怡康 7 月第三周与 9 月第二周的
比对数据显示，由于销售下滑，夏普
彩电的份额由 8.8%下跌到 4.7%，索
尼的份额由 5.9%下跌至 4.4%，松下
的份额已跌至 0.4%，而东芝、三洋的
占有率都跌至 1%以下。

今年“十一”黄金周再加中秋，对
商家来说是难得的“双节”、“金节”，家
电市场将迎来销售旺季，各大家电卖
场、各家品牌提前 20多天就开始进入
促销“临战”状态，精心组织促销策划。

然而，在火热的促销预热中，记
者发现鲜有日系品牌的身影。

对于佳能等日资企业停工歇业，
有分析称，日本家电在中国占很大的
市场空间，如停工或者停止生产，造
成的经济损失相当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清华

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
员袁钢明表示，目前钓鱼岛事件对日
本电子、旅游、汽车影响非常大。对于
中国民众而言，日本汽车并不是非买
不可，因此，钓鱼岛事件对日本汽车
的打击非常大。
惠誉国际评级指出，日本公司在

中国市场的销售和声誉可能将受到
影响，至少短期内将如此，但很难估
计这些公司中国市场销售受影响的
程度。而如果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
紧张局势持续，那么日本大型汽车生
产商和科技制造公司的评级可能要
承受压力。
除了因停产歇业造成的损失，在

资本市场，多家在华停工的日资企业
股价受到拖累，股价下跌。以 9月 18
日为例，日产汽车股价下跌 5%，本田
汽车股价下跌 2.5%，经营优衣库所
在的迅销集团大跌近 7%。
不过，就停工事件受到的损失情

况及影响，包括佳能在内，多家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的日资企业
均表示无法统计，不愿回答。

九成日企将维持在华运营

面对愈演愈烈的钓鱼岛事件和
中国民间空前高涨的反日情绪，有消
息称，部分日资企业正考虑从中国市
场撤资，甚至会调整企业在华战略。

一位青岛日本人会的负责人对
日本媒体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这样下

去可能导致日企撤离中国。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

究室主任张季风对由日本政府“购
岛”闹剧引发的局面，导致部分在华
日企未来的投资意愿降低表示担心。

就此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分
别致电部分在华日资企业负责人。

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在华日资企
业都只是对目前形势表示担忧，暂时
没有撤资的打算。

佳能中国品牌部员工李竹表示，
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不会对佳能在
中国的投资造成影响。

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
认为，日系企业对中国市场高度依
赖，不会轻易转移投资。中国具有销
售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双重效应。

据悉，日本企业现有近 2万家在
中国发展。以苏州日企为例，目前苏
州高新区进驻日企达到 500家，有预
测将来会达到 800—1000家。

分析指出，支撑日本制造业出口
的主要市场是中国，中国市场是日本
企业盈利的重要来源。日本电子、汽
车、家电等很多行业主要靠在中国赚
钱。如果因钓鱼岛事件的升级，日本企
业就撤离中国，将使他们付出惨重的
代价。与它反其道而行之的欧美企业
将乘虚而入，抢占了日企撤离后留下
的中国市场。

李竹表示，中国在亚太地区是一
个巨大的市场，目前公司还在积极拓
展中国市场，“现在我们还不会考虑
将亚太地区的重心转移至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

丰田汽车中国发言人牛煜也表
示，丰田不会因为当前紧张的中日关
系而放弃中国市场，相反会积极开拓。

业界人士预计，90豫的日本企业
将维持在中国的运营。

最新消息显示，从 9月 19 日起，
受中日关系紧张影响的日在华企业
陆续复工，其中，日产、马自达及铃木
汽车的组装工厂等按计划自 19日上
午起恢复生产。索尼在华的两家工厂
复工，佳能在华三家工厂 20日复工。

至于何时复工，松下中国公司相
关人员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公
司也在观望，一旦确定下来，就马上
通知员工，希望能尽快恢复生产。

而在经历了一到两天的暂停营
业后，北京的 7-11 便利店、优衣库、
华堂商场等日资零售企业也纷纷开
始恢复营业。

截至记者发稿时，记者获悉松下
珠海工厂 18日致全体员工的一份通
告，通告显示，因工厂的机器设备损
坏，无法正常生产。公司决定 9 月
19—22 日调休，9 月 25 日全员恢复
正常出勤。

本报记者 陈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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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

不言撤资：在华日企生存状态素描 死亡电梯

“出事的那天，刚好是占学发 2 岁的生日，出事前一个小
时给家里通了电话，夫妻俩还和儿子说了几句话。”9月 17日
下午，占胜华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原本孩子的妈妈准备
回家，从工地坐长途汽车回家只需大约两个多小时，来回一趟
也只需花 30元钱。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改变了主意，下午 5
点多，家中就接到同乡电话，说小两口都出了事故。”

占胜华的身边，是哥哥占必华和嫂子吴建宏的儿子占学
发，孩子把指头伸进嘴里不断吮吸，面对记者的镜头，先是欢
蹦喜跳，随后又在地上不断打滚，这个孩子根本不明白，他再
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占必华夫妇同是武汉黄陂区木兰湖乡静山村人，3年之
前两人在老家结婚，住在一栋陈旧的瓦房里，今年春天，前往
武汉建筑工地上在给别人修建高楼的过程中丢命，如今，夫妻
两人的骨灰分别在村子里安葬。

事故发生后，湖北省住建厅连夜召开会议，认定“9·13”重
大事故是湖北省十多年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建筑安全生产事
故”。目前，全市 6000多个建设工地紧急停工进行拉网式安全
检查，这个因为满城施工而被称为“建筑工地”的城市，突然平
静了下来。

官方尚未发布具体事故原因，湖北省安全生产科技中心
主任徐克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曾说出事升降机核载 20人，事
故发生时升降机并没有超载。多位死者家属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这是一次可以避免的事故，却因为管理的疏忽导致
自己亲人的遇难。

百米高空坠落之后

9月 13日的中午 1点多，“东湖景园”C区 7-1号楼的 5
号电梯，19名负责粉刷楼栋外墙体的泥工在吃完午饭后，乘
坐电梯准备到楼上作业，当爬升到 30层位置时，电梯突然失
控，直冲到 34层顶层后，电梯钢绳突然断裂，厢体大约翻了两
三圈坠落到地面。

当时距离升降电梯 20余米的看守工人老刘回忆说，中午
休息过程中，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后，他急忙推开门冲出来，眼
前的惨状让他震惊：“6个人被甩出来了，电梯摔得变了形，里
面的人血肉模糊”，厢体内的 19人无一幸免，全部去了天堂。

发生事故的项目，由武汉市祥和集团承建，是华侨城用于
补偿东湖沿岸被征地村民的还建房。该工程发包单位为武汉
万嘉置业责任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武汉博特监理公司，施工
升降机安装厂家为武汉中汇机械公司。

9月 16日，遇难者周洪福的一双儿女和姐姐、外甥来到
事故现场。这个位于欢乐大道的祥和建设集团工地，并没有给
周洪福带来好运。现场四分五裂的吊笼周围明显还有斑斑血
迹，近处还能闻到阵阵恶臭。

一位死者家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开升降机的是一
名女操作员，她曾叫升降机里的人下来，他们不同意。他们说等
到了楼顶再将吊篮送下来。没想到，当升降机升到最顶端的时
候，吊篮‘蹬’了一下，停在那里。很可能是门打不开了，吊篮里
的人就去摇了门。”他说，这个细节，是他听一些目击者介绍的。

据《新民周刊》的报道，其目击者被遣送回老家。
记者了解到，因为此次事故遇难者多为外墙粉刷工，而事

故大楼在 3月前刚刚封顶，所以亡者均是近三月内来此打工，
时间最短的仅有 10多天。

武汉万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0月，《中国
企业报》多方寻找，也没有查到其办公住所，就是网上，也没有
太多的信息。湖北祥和建设集团官网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
1992年 8月，具备建设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资质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公司连续多年荣
获“湖北省建筑综合实力二十强企业”、“安全零事故单位”等
多种荣誉称号。2009年度公司建安产值 11.2亿元，集团总经
理刘松也多次被武汉市政府、新洲区政府评为“爱心大使”、
“慈善之星”。

9月 17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取一份当地政府善后工
作组出示的协议书，仅仅是一张正反两面的打印纸，协议书的
甲方为施工单位湖北祥和建设集团公司，乙方为遇难者亲属，
遇难者姓名、地址和赔偿及补偿金额处为空白手写。

按照协议内容，所约定的补偿费由甲方直接支付到乙方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账户中，乡镇政府收款后即支付给
乙方。乙方从签订协议之日起，两日内火化遇难者遗体，安葬
遇难者。

该协议还特别注明，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费用是在法律范围
内与死者相关的各项费用，乙方收到本协议约定的费用后，自愿
不以任何事由再向任何单位或个人主张因遇难者死亡的有关权
利。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乡镇人民政府持两份。

记者了解到，多家签订协议的家属，每位遇难者的亲属补偿
87.9万元。另外口头约定，遇难者家属如若 15日晚签订该协议，
可额外获得区政府的抚慰金 5万元，晚签一天，则少 2万元。

9月 15日晚 10时，在事发地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客房，
死者骆进及熊玉华夫妻二人的家属被要求签字。另外一份死
亡证明书上明确其原因为“高空坠落”，有医院医生签名，但
“户籍民警签字”、“派出所盖章”栏都为空白。

《中国企业报》记者以死者家属朋友身份，旁听了善后工
作组与家属的谈话。有工作人员解释说，黄陂区政府出于人道
主义考虑，给予每位遇难者家属加 5万元抚慰金。骆进的哥哥
骆力利则说，这 5万元抚慰金的前提条件是当晚签订赔偿协
议，晚签一天则少 2万元。

其中政府部门一位男子解释说，事故发生后，有 10多个
工作组在这里处理善后，这（赔偿及补偿金额）是市委市政府
定的统一标准。骆进的姐姐提出可否在签订协议之后走法律
程序要求赔偿，该书记反问说：“既然达成协议了，以后怎么可
以诉讼呢？否则那怎么还叫协议？”

坠因之疑

根据官方通报，事发施工升降机安装厂家为武汉中汇机
械公司，该公司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东湖景园”
工地上的 5台施工升降机归其公司所有，该公司与施工单位
湖北祥和建设集团签订合约，向其出租这 5台升降机，并派技
术人员驻守工地，负责操作和维修工作。此外，公司还向祥和
建设集团出租数台塔吊。据了解，该公司 2007年成立，主要经
营机械设备销售、租赁、安装。《中国企业报》记者根据其网站
公布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未能找到该公司。（下转第十三版）

姻9月 16日，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三美 (MITSUMI)电器宣布，该企业在中国
青岛的工厂暂时停工。同日，日本狮王 (LION)旗下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生产牙刷
等产品的工厂也于 16日决定暂时停止营业。成都伊势丹百货商场也于 16日决
定暂时停止营业。

姻9月 17日，松下、佳能等日本企业在中国的部分工厂开始停工。日产两座
在华工厂于 9月 17日停止生产，停工至 18日；华堂商场、优衣库、7-11 等日资
零售企业 17日、18日暂时停业。同时决定暂时歇业的日本在华企业还有青岛佳
世客(JUSCO)黄岛店。

姻9月 18日，本田总共 5家在华汽车组装工厂 18日、19日两天全部停工，
马自达南京工厂也从 18日起停工 4天。包括天津、成都在内的一汽丰田工厂 9
月 18日暂时停产。

姻从 9月 19日起，受中日关系紧张影响的日在华企业陆续复工，日产、马自
达及铃木汽车的组装工厂等按计划自 19日上午起恢复生产。北京的 7-11便利
店、优衣库、华堂商场等日资零售企业也纷纷开始恢复营业。

姻9月 20日，索尼在华的两家工厂复工，佳能在华三家工厂 20日复工。
姻松下、狮王、三美等日资企业依旧处于停产状态，复工时间依旧是谜。

竞争企业或乘势而上蚕食日企份额

武汉市“东湖景园”还建楼建筑工

地内，刚刚吃完午饭的 19名作业工人
准备上楼工作，未料，他们搭上了一趟

无法抵达的“死亡电梯”。祸不单行。9月
22日，上海一名湖南籍女游客不慎踏入
正在维修的电梯井，从六楼坠亡。全国

各地电梯安全事故频发，电梯安全监管

真空再成舆论焦点。

本报记者 闵云霄

除实体生产企业外，近几年在国内零售商业领域扩张的日资企业，近日有多家关门歇业，如伊
藤洋华堂、“7-11”便利店有多家店铺临时关门，吉之岛超市集团关停了在中国的 40家门店，日本
优衣库休闲服饰连锁店 9月 18日关闭了在中国 145家店铺中的 42家。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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