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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火腿王”之称的浙江宗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宗苏食品）日前因资金链断裂无力清偿债务，向东阳市人民
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马中苏因涉嫌犯罪
已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

始创于 1983 年的宗苏食品位于东阳市南马工业区内，
占地 20多万平方米，是一家老字号火腿加工企业。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案发前，宗苏食品已发展成为以火腿加工为主，腌
腊肉制品、意式熟火腿并举的综合性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其生产规模、销售收入、经济效益居浙江省同行业前列。
2010年，“金字火腿”成为金华市火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为
产业化龙头农企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发展提供范本。此
后，宗苏食品也在筹划上市。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宗苏食品债务可能超过 3亿元。

这家拟上市公司为什么突然暴毙？其在上市筹备过程中经历了
怎样的困境？作为企业负责人，马中苏又是一个怎样的人？

厂区门前成晾晒场

9月 28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南马工业区街道上看
到，有关宗苏火腿“正宗品、千年技”的标语依旧随处可见。宗
苏食品的正门前高耸着 5根旗杆，紧靠大门右侧，一幢七八
层高的办公楼框架已经封顶。

所有场景诉说着这家企业曾经的辉煌，如今已是物是人
非：宽阔的厂区门可罗雀。门口值班室的保安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公司已经全部停产，只有保安还在上班，其他工人都
已放假或等待解散。在大门一侧的一根墙柱上，醒目地张贴着
东阳市人民法院 9月 20日查封资产的封条以及“关于宗苏食
品破产重整的公告”。公告指出，法院已经受理了宗苏食品因
无力清偿债务申请破产重整的申请，相关债权人到指定地点
进行债权登记。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宗苏食品此前已无力清偿债务。东

阳法院审查认为，宗苏食品资金严重不足，不能向农行东阳支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杭州分行等债权人清偿到期债务属实。
《中国企业报》记者留意到，就在法院的公告旁边还张贴

着一张《通知》，《通知》内容为：各位存款户，请前宅、上安恬、
下安恬三村在宗苏有存款的村民到各自村的综合大楼进行登
记，其他有存款的人到镇政府登记。

据公告仅几百米的下安恬村，是宗苏食品起家的地方，
马中苏就是下安恬村人。如今老厂区仍在，门口的场地被村
民晒满了新收稻谷。一位正在翻晒稻谷的村民低声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宗苏食品破产了，老板马中苏也被抓起来
了。

下安恬村有些村民此前已感到异样。马中苏在下安恬村
设立了马中苏教育基金，对村里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每人给
予10000元的奖励，今年本来考取了 11个大学生，报到马中
苏那之后，直到开学很久了都没有任何音讯。“肯定是严重缺
钱，不然按马中苏的性格，区区十几万元早就给了。”一位马
中苏的本家这样说道。

老厂区的生产尚未完全中断，门口值班室的一位保安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老厂区这边主要是加工传统火腿，火
腿必须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翻身，不然会坏掉。

（下转第七版）

“火腿王”悲歌———

本报记者 钟文

美国当地时间 10 月 3日，美国
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在科罗拉
多州丹佛市进行首场辩论，标志着美
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而首场辩论的
主题即是经济。

就在同一天，美国华盛顿，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就是否扩大对中国
进口太阳能产品的征税范围提案举
行最后听证。这将影响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于 11月 7 日发布对中国征收
太阳能关税的最后决定。

在这之前，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美
国 RALLS公司在美投资风电场被美
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封杀，理由是“涉
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北京
时间 10 月 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发布报告称，华为和中兴通讯可
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

中国企业相继受挫

美国当地时间 9月 28日，美国

总统奥巴马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为由，签发行政命令禁止三一集团关
联公司 RALLS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军
事基地附近兴建 4个风电场，并要求
RALLS在 90天之内从该项目中撤出
全部投资。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微博上
称：“三一风电项目在美受阻除了选
举的政治操弄以外 , 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以华为、三一等为代表的中国
企业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对长期由工
业化国家统治高端制造业构成冲
击，标志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经贸蜜
月期的结束，摩擦和冲突将成为常
态……”

事实上，受挫折的远不止三一集
团，在种种阻碍下，华为至今未能进
入美国市场。2008年，华为试图收购
美国电信企业 3COM 公司。因担心
华为的介入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部分立法人员敦促美国财政部，要
求对华为并购 3COM 的交易进行最
严格审查，最终 3COM 被迫主动撤
回申请；2010 年 8 月，8 名美国共和
党参议员致信总统奥巴马及财长盖

特纳，要求对华为向美国电信运营
商斯普林特公司（Sprint Nextel）供
应设备一事进行全面调查，以评估
可能的“国家安全威胁”；同年，华为
试图再次收购 3C韵酝 和摩托罗拉网
络设备部门等美国电信企业时，也
因类似的原因遇阻，截至目前这两
项收购交易仍未完成；2011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阻止华为参与国家
应急网络项目招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历史
规律看，每次美国大选前美国竞选双
方都会对华经济采取比较高压的政
策，已经成为惯常现象。

但是今年对华政策似乎显得有
些严厉了一些。李佐军解释说，“美国
开始把战略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
移，以往中国经济没有像现在这么显
赫，已经排在了全球第二，已经走到
了美国的身边。因此在美国总统大选
之时，把问题聚焦到中国，更能容易
吸引眼球，更容易赢得选票。”

（下转第十二版）

美国大选前
中国企业海外接连受挫

本报记者 陈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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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评论

丁是钉

你幸福吗？
中央电视台对这个问题进行街头

采访，结果是屡遭“神回答”。那么，如
果问下中国企业同样的问题，该有什
么样的回答？

从生活条件来说，今天的中国人
显然要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富裕多
了，但很多人却觉得那时候“更”幸福
一些。追究原因，想来想去给出硬邦邦
的一句话：“那时候，觉着有奔头。”

有奔头。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衡
量中国企业幸福感的指标？

细一思量，当前的中国企业和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有很多相似
之处。

首先一条就是超生。中国现有工
商注册企业 1000万家，再加上工商个
体户，总量超过 4000万家。超生的标
志是：各行各业都已经形成严重的产
能过剩；超生的结果是：许多企业都吃
不饱。之所以形成大规模超生，显然是
因为对于超生者来说，超生有好处。由
此形成的效应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中国企业大都生存在价值链的底端。

严重的超生和结果迫使国家只好

采取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
“淘汰落后产能”。在人口控制方面，强
制性的“计划生育”现在已经显现出问
题的苗头；在产能控制方面，非市场化
的指令性“淘汰”会引发什么样的后
果，还不得而知。

第二条就是负担重。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刚参加工作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
的体验，那就是要把大部分收入交到家
里，帮助父母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前两
年有报道说，中国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
是全球第二，税务部门马上出来澄清，
但中国企业总体税负过高却是不争的
事实。和有心眼的孩子会私藏一些“零
花钱”一样，“有心眼”的企业会偷税漏
税。偷税漏税的一个恶果就是导致企业
间的不公平竞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
小的”的负面导向，导致 90%的中小企
业都有不同程度的逃税行为。

孩子多的家庭里，大一点的孩子
要帮助父母照看小一点的弟弟妹妹，
还可能要帮着照顾老人。现在的中国
企业也不例外，各种员工福利、社会责
任都是其不能承受之重。

第三条是外部环境差。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中国和两
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有一个紧张的阶

段，周边越南等一些小国也兴风作浪。现
在的中国企业遭到反倾销和反补贴之类
的诉讼是全球最多的，近年来关于知识
产权的诉讼也日渐其多，以“绿色壁垒”为
主的非关税壁垒挡在中国企业面前。

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但“先富
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
还处在探索路径的艰难阶段。同样，中
国企业也在经历“先让一部分企业先
富起来”的阶段，而先富起来的企业大
部分都是靠垄断致富的。这一点，也是
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相似之处。

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是有奔头
的。

很多中国人的奔头和好日子是从
高考开始的。目前，中国企业已经把进
入世界 500 强当成了企业界的高考。
今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在内，不包括台
湾）的上榜公司连续第 9年增加，共有
73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增加了 12家。
包括台湾在内，中国今年共有 79家公
司上榜。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为进入世界 500强的榜单而努力。

幸福，也许不止是一个结果，而更
是一个过程。正在经历成长的中国企
业是“苦并幸福着”的。

中国企业，你幸福吗？

银行深陷绿色信贷围城
P07

金融·投资

中小金融机构难承压
存款保险落地或遇阻

P07

高速公路的免费经济大账
P09

楼市清淡 小产权房暗潮涌动
P10

产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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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取消了国新网备 2006005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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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种种阻碍下，华为至今未能进入美国市场。 悦晕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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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中兴、三一的遭遇预示，冲突将成未来中美经济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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