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
区域

2012年09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陈昌成 E-mail：cccnews@sohu.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终于获批了。

历经 1年多的等待，无数次的修改，
“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山西省转型综
改办主任王赋表示，总体方案科学规划了
到 2020年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
的整体思路，山西转型综改试验的主要任
务包括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城乡统筹、民
生改善等四大领域。

在专家看来，山西转型应因地制宜
适当向环保产业发展。

一天核准九个项目

“一煤独大”的山西，119个县(市、区)
中有 94个产煤县，60多年来，山西累计
产煤 130亿吨，其中 100亿吨煤调运省
外，资源型经济在全国最具典型性。

此次国务院批复的山西综改《方案》
将在产业转型、财税政策、土地管理制度、
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生态保护修复、城乡
统筹、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投资、加大对
外开放力度共 10个方面进行体制机制
改革，全面推进山西转型发展。
山西综改的时间表也随之敲定：到

2015年，山西初步形成“以煤为基、多元
发展”的产业体系；到 2020年，支撑资源
型经济转型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基本
建立，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力争用 20至 30年的时间全面建立现代
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全国上
游。
“关键就在产业的升级上。”北京科

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澄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说，在煤的基础上延长产业
链，做精做细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尽可能修复环境，用产业升
级所实现的利润来修复环境。“沿着煤化
工这条路是可走的，但要注意水和污染
的问题。煤化工需要大量的水，而山西恰
恰受制约的就是水。同时，煤化工本身会
带来不同程度的污染，可能还将加大污
染。”
“但转型到其他行业比较困难。”在

刘澄看来，山西省不具备研究基础、人才
优势和市场优势，因此在山西发展战略新
兴产业比较困难。

就在山西省政府宣布《方案》得到国
务院批复后的第一周，9月 18日，山西省
发改委密集核准批复了九个与新能源有
关的项目，主要是风力发电项目和光伏电
站项目。这被看做是山西转型已开始行
动。
山西应该“避免与其他省市雷同，否

则可能导致新产业反而不新了，产业未老
先衰，竞争过度”。刘澄认为，20年到 30
年的规划尽可能贴近实际，并且长期地坚
持下去。

“逼出”环保产业

转型之路岂非朝夕之事，很多资源
型地区经过长期探索，至今仍未实现突
围。
山西省发改委宣称，一批先行先试

试点已率先铺开，重大标杆项目正在加快
推进，特别是转型项目成为投资重点，新
兴产业、非煤产业和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山西模式”已经初具
雏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企业负责

人讲，“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转，只是不知道
怎么能更好地转，这需要成本、需要时
间。”
在刘澄看来，山西除了延长煤产业

链之外，“其他很难发展得更好，从某种程
度上讲，发展风电已经不是高新技术产业
了。如果是建风电场那是拿钱就做，如果

是发展风电制造设备可能还有一些技术
含量。发展风电场可能又变成走老路，发
完风电没处用。既然搞产业规划就应该站
得高立得远，一定要有高度顶天立地，在
产业发展上有前瞻性。”

与山西现有条件相结合，刘澄认为，

山西可以适当发展环保产业，“本身污染
比较重，结合治理污染，在有需求的情况
下，逼出一些环保产业。同时，山西可以发
展节水农业、节水技术，有特长反而有可
能有应用价值。”

但刘澄所提出的环保产业与《方案》

中生态修复不能等同。刘澄表示，“生态修
复大多是买成形的技术，从其他地方购
买，但山西应该成为技术的输出方。这就
如同做风电，一种是买来设备就应用，另
一种是本身能制造风电设备做输出，两张
截然不同。”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去资源化：资源性省份综改全面铺开
安徽省凤阳县近年来大力实施专项“矿山整

治”工作，为提高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针对经济
发展中所出现的症结问题，县委、县政府通过资
源整合等有效手段和措施，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过去 30年的改革
成为必然，如今县域经济改革成为一种趋势，发
展方式的转变，迎来了凤阳县域经济以矿产资源
和高效农业双驱动的喜人局面。凤阳县的石英砂
储量位居华东地区首位，系中国玻璃器皿制造加
工行业聚集地。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助力县
域经济发展，是凤阳县迅速崛起、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必由之路。

凤阳县位于我国中部，人杰地灵且矿产丰
富，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中国改革第
一村“小岗村”就坐落于此，故得名“改革之乡”。
当年，小岗村 18位村民实施“大包干”奏响了“新
农村建设”的前奏。如今，“矿山整治”迫使优势资
源整合成为必然，凤阳正大力实施硅（玻璃）产业
集群化建设，把“凤阳名片”向世界传播。随着凤
阳段淮河 52.5公里黄金水道“千里淮河第一港”
的建成使用，全国各地已有 11个亿元以上项目
相继在凤阳竣工投产，上市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
茁壮成长。不难看出，“改革之乡”以资源为根本，
正在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县委书记张勇
表示：“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十二
五’期间，我们立足丰富的石英资源优势，编制了
千亿元硅产业发展规划，我们正在打造‘中国最
具竞争力的硅（玻璃）产业基地’，全力建设玻璃
器皿行业集投资、开采、加工、生产、销售等为一
体化产业链条，全力推动工业强县战略和产业转
型升级，向世界展示凤阳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宏
伟蓝图”。

凤阳实施矿山整治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特约记者 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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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另一位义乌企业家也表示，义乌市场能

撑多久就看经营户的了———义乌富人多，但
多是资产三五百万元的经营户，除去不动
产，可以流动的资金已所剩不多，再抵去通
货膨胀、人力成本上涨，未来会怎么抉择？
“要知道市场并不是义乌的几家大公司撑起
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浙江中国小

商品城集团下属的义乌小商品城目前共分
五期，一直以来都是只租不售，小商品城收
取的商铺租金并不算高，一期、二期每年约
三四万元不等，但有些摊主转手租出去就能
租到几十万元，炒商铺者成为巨大的食利阶
层。

而到了市场三期，小商品城确定的租金
价格暴涨，以一个 15平方米左右的日用百
货商铺为例，年租金已在 16万元以上，结果
是大部分商铺举步维艰。
“义乌市场的初期优势是什么？当然是

品类多和运营低成本，但现在成本却变成全
国最高，一个商铺动辄一二十万元的年租金
被商城集团征收，这些租金最终都转嫁到客
户手中，低成本变成高成本。”楼仲平在微博
上指出。

发展难题
义乌市场 30年如何轮回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拿到的一份中国
小商品城招商简介中数据显示，义乌小商品
城创建于 1982年，，现拥有营业面积 470 余
万平方米，商位 7 万个。据供应商介绍，义
乌小商品城 4年前市场人气就开始下降，当
时还在兴建可容纳 21 万家商户、170 万种
商品、曾被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
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项
目。2011年，市场成交额为 515.12亿元，连
续 21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然而，2012 年以来，义乌小商品市场运
营进入第 30个年头，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容

乐观的大背景下，随着电子商务浪潮的全面
席卷，义乌小商品城也需直面低谷期的来
临。
“实体市场就好比是采购商到供应商的

最后一公里、最后一道门，迟早有一天会被
更先进快捷的沟通交易手段和渠道所替代，
义乌市政府和商城集团应该转变观念，打造
完善的服务义乌的制造体系，否则只能渐行
渐远。”一位义乌企业家如是说。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正如楼仲平在微博上所说，从一期、二期的
小商品、小五金开始，到五期已经发展到汽
车、摩托车配件、汽车用品、针织原材料，再
加上进口馆、篁园服装市场、义乌数码城
等，义乌小商品城已经无所不包。
“义乌市场的高速扩张期已过，目前已

进入内质提升阶段，市场是否能继续繁荣
不在于市场的规模大小，而在于思维能否
与时俱进。”楼仲平在微博上表示，“商铺
成本奇高、二代不思传承、产品同质竞争、
利益集团垄断、人气逐年下降、原有优势
不再、市场前景堪忧。当反思义乌的发展
出路。”

转型之痛
义乌如何应对后金融危机

其实，对于商业嗅觉灵敏的义乌商人，
很多企业都在尝试转型，其中打造自有品牌
应属最成功的转型模式之一。
义乌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位

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讲了一个案
例，一家床上用品公司踏准了经济形势的节
奏：最早，这家企业主要承接日本订单，后
来，转而接欧美订单，到欧债危机、美债危
机发生后，又将市场转向了中东国家，同
时，不再做贴牌代工，开始做自有品牌，并
直接面向终端市场，利润度反而更高了。由
于前期日、美、欧订单所要求的质量高，已
经间接训练出高品质的工人，因此，即使在
当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面对市场订

单，他们也要挑选，对于一些低品质的订单
他们坚决不接，怕把工人的生产水准拉下
来。

但是，目前困扰义乌大部分企业转型最
大障碍是资金周转不畅。
一位周姓企业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目前义乌很多企业所面临的资金周转
困境，一部分是来自订单减少、经济形势下
缓，但很多企业是因为民间借贷问题的爆
发。

义乌一位印刷企业老板虞先生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透露，他的企业是 2008年开始
进行转型的，当时，企业经营及收入稳定，他
就把企业交给妻子打理，自己转做投资。但
是，由于投资的都不是熟悉的行业，收益并
不好，他曾在桂林投资房地产公司，后被其
中一名当地股东欺骗，官司打了 3 年，最后
只拿回本金。近两年，他又开始投资煤炭，没
想到煤价一路走低，所以一直压在手里，还
要负担存放场地等费用。他同时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证实，作为主要承接产品包装盒
印刷订单，目前印刷厂所接订单减少了约
30%。

另一位陷入资金困境的企业家则是因
为几年前自己的妻子参与了民间借贷，漫长
的讨债路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目前，纠
纷已进入法律程序。

隐忧突显
政府亮剑效果是否可期

对于当前隐忧，义乌市政府及义乌小商
品市场所属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也一直探
索各种出路。

日前启动的义乌市“三百亿助推国贸改
革”包含六大项目：国际生产性消费资料市
场一期、浙商回归总部、中国汽车零部件基
地、国内物流一期、博尼锦纶、蓝鲸动力开
工(奠基)，义乌市政府试图通过此项目，推
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该项目投资
主体包括国资公司与民营企业，也有义乌市
企业与市外企业合作，项目涵盖了市场、物
流、总部经济、工业等多个领域，既有重大
产业平台，又有新兴产业项目；既有现代服
务业项目，又有先进制造业项目。
对此，义乌市一些本土企业并不看好。

此前，楼仲平就曾在微博明确表示：“金总
（金位海）的观点倒是比较符合市场既得利
益者的意愿，继续大干快上扩建义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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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的房产企业也可以赶上这顿最
后的晚餐。”
另一位公司位于义乌佛堂镇的企业家

周先生也指出，此项目实际上应是政府以土
地投资，六大项目集中开工建设，希望以此
来激活投资。但周先生并不认同此举，他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义乌现在需要的
是提高城市的整体素质，无论是市民素质，
还是基础建设设施方面，都不具备世界经贸
城市的整体水平。
另外一位国企管理层也含蓄地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提出质疑：“300 亿元投资，钱
从哪里来？”
就在政府亮出“300亿大单”项目之前，中

国小商品城集团也已经开始转型试水。商城
集团一位高管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义
乌小商品城近年来设立的进口馆就是一个
转型的尝试，目前已经从开始的 3 万平方米
扩展到 10万平方米，这一方面是应对出口
形势下滑的举措，同时也是适应国内市场的
需求。她同时透露，面对电子商务对市场的
冲击，目前商城集团已经与阿里巴巴公司签
订了框架性合作协议，建立电子商务园区，
同时正在完善电子商务系统———义乌购，公
司正在试图抓住有形的和无形的市场，战略
目标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资本运作为纽带，
打造“现代贸易服务集成商”，以此增强商品
集聚，提高贸易服务能力，促进市场转型升
级。

义乌小商品 300亿元扩容隐现利益集团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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