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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201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上海市
GDP为19195.69亿元，其中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为9584.12亿元，国有企业
占整个经济比重近50%，而深圳国有
企业的比重不足30%。相对深圳的民
营经济之都，上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
的国有企业的温室。

上海VS深圳：
支柱产业上的差异

对比上海和深圳，两地农业、工
业、服务业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很接
近。2011年上海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为
124.94：7959.69：11111.06；深圳为：
园.员、源愿.怨和缘员.园。但是，在其支柱产业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高新技术
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以及
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而
上海的六大重点产业是汽车制造业、
精品钢材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成
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
虽然两地都要建成金融中心，都要以
服务业为产业重点，但是，在其它核
心产业方面，深圳似乎更多偏向高新
技术、物流等“轻型产业”，而上海则
多为基础性产业。

支柱产业上的差异，使两地经济
结构存在巨大的反差。在上海，这些
大产业的主体，均为垄断国有企业，
而目前上海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上
汽、宝钢、上广电、上海航空、光明乳
业，亦均为国有企业。

相对上海本土企业的暗淡，深圳
的民营却非常强劲。
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商华为，中

国最大的地产商万科，中国电池大王
和汽车新贵比亚迪，中国最优秀的互
联网公司腾讯，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
招商银行，中国最大手机分销商天音
通信，中国最大网络下载服务商迅

雷，中国最大汽车后市场服务商元征
科技，中国最大手表供应商飞亚达，
中国最大家纺用品供应商富安娜，中
国最大特种计算机提供商研祥智能，
中国最大ERP软件供应商金蝶，中国
最大女鞋品牌百丽———众多知名品
牌，都崛起于深圳。

如果说深圳的民营企业是“饿大
的”，上海的国有企业更似是“喂大
的”。

在众多的产业领域，深圳都诞生
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不能不说
是一种奇迹。而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
业，并非靠国家政策倾斜或者垄断地
位发家，而是在残酷的竞争中百炼成
钢。它们具有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

为什么灿如晨星的最具竞争力
企业都诞生在深圳？

相对上海，深圳的企业更多是从
草根阶层发展而来。而事实证明，市
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往往产生具有
竞争力的企业，如家电行业出现了美
的、格力、格兰仕、TCL等巨头。城市
同样如此。深圳是中国市场化最彻底
的城市，同时，深圳也是经济最有活
力，最富有创业精神和闯荡精神的城
市，这种优势，是国内其它城市都无
法比拟的。这也是深圳成为产生具有
竞争企业最多的城市的根源。

深圳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
那些优秀的知名大企业，更在于无数
有竞争力的小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
集大成者，深圳是“山寨机”的发源
地，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山寨企业
而非“庙堂企业”才更富有活力。

相对之下，上海的政策似乎更倾
向于是扶持大企业，只要顶层，不要
地基，要想建造万丈高楼，岂非荒谬？

深圳开放的竞争环境，使本土企
业自由成长，深圳自主品牌达到5万
多个，成为中国的品牌之都。以一隅
之地，竟占中国世界名牌数量的1/10，
远远超越国内其它城市，更非上海可
比。

在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的“软

产业”领域，如文化创意领域，上海在
硬件远超深圳的情况下，却仍然落
后，其产业占比，无法达到深圳7%的
标准。创意产业一度被视为上海扶持
第三产业的重点。但是，上海热衷于
大搞创意园区，然后就发展成地产项
目，不仅抬高了租金，也没有形成创
意产业的系统服务优势，对于还在起
步之初的创意企业来说，难以承受的
高成本将导致园区空巢化。

上海VS全国：
需重新注入活力

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靠，成为上
海国有企业的致命伤。其成长少靠市
场竞争自我成长，多依赖于国家倾斜
性的支持，或行政力量垄断经营。更
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过多，不仅挤
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造成了
整个经济体系效益低下。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很多民
营企业开始逃离上海。有调查数据显
示，2008年前后，有7000余家浙江民营
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
迁往杭州、宁波、香港。而今日的电子
商务大王马云曾经希望在上海创业，
结果因为无法生存，最后移师杭州。

在发展民营企业方面，上海不仅
与其希望的“经济之都”严重不相称，
甚至还落后于内地众多城市。最后的
结局是，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民营企
业少而颇弱。造成整个经济的效率低
下。而这一切，都在于上海“重国轻
民”的政策所致。

在上海注册一个企业需要几个月
的时间。上海强势政府的过严过细的
监管风格对中小企业发展活动的影响
较大。而一些新的国企成立，则往往是
特事特办，在审批上一路绿灯。

据报道，上海一些职能部门“明
哲保身”的想法很明显，企业在审批
环节受阻。一些权力下放到各区县的
中低端干部手上，他们直接与企业打
交道，利用职权的小腐败风气开始显

现。在“楼脆脆”事件中，很多股东就
是梅龙镇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官员。

而上海过高的房价，直接推高了
商务成本。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
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在全球前20
位之内，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过高的
商务成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少民
营企业开始选择到低成本的上海周
边城市投资。

目前，同在长三角，常州非公经
济所占比重达59%，无锡非公经济所
占比重为60.8%，杭州非公经济所占
比重已达到68.6豫，而宁波非公经济
创造的GDP接近全市经济总量的
80%。在北方内陆区域，河北的非公
经济比重达52.9%，而在传统的重工
业区东北，哈尔滨非公经济所占比重
为50.6%，在中部，河南、湖南的非公
经济比重分别达到59%和 54.5%；在
西部，四川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
52.1%，众多的内陆省份和地区，民营
经济均已经成为主体，所占比重都超
过了50%。

如此而言，上海的民营经济，不
仅落后于沿海先进地区，甚至在全国
范围来看，都属落后之列。连曾经的
重工业基地东北，甚至西部的部分地
区，民营经济都要比上海活跃。

就全国棋局而言，根据全国工商
联的预测，未来三年内，民营经济比
重将达到70%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标
准，上海更需快马加鞭。

最近，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召
开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座谈
会，未来，上海将在财政扶持、产业发
展等政策上，从对单个企业“发点球”
式的扶持转到面向整个行业的“普
惠”式支持，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
在行业准入、扶持政策等方面，想方
设法破除政策壁垒，同时积极创造条
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

在未来，致力于市场化，调整上
海的经济结构，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
生存空间，方能使上海重新获得活
力。

中建三局是在世界建筑史上年
轻而又名不虚传中国建筑业的领跑
者，秉承“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
的开创精神，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留
下了辉煌的一页。

文开良，中建三局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建
造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鲁班传
承奖获得者，被这些美丽光环笼罩
的他却是一个平易近人，善良大度，
和蔼可亲，永攀建筑高峰的人。采访
中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
从农村走出来农民的儿子，我很感
恩我们的祖国和社会，没有强大的
祖国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能为
祖国的建筑事业做点事，也是我的
荣幸。”

“重要的是
怀抱理想且不放弃”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从上到
下，从领导到员工再到基层的各个
岗位，都有一种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的精神，为建筑业发展精益求精。文
开良常对身边的员工说：“求知若
渴、虚心若愚”，保持求知状态，只有
这样你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才能

不断地创新和前进。人的一生总会
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
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成为
人生的分水岭。一个人要想实现自
己的目标，除勤奋外，就是要积极进
取和创新。虽然，每个人的天赋有差
别，但作为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的
每个员工要有理想，创新和目标。无
论工作怎么变动，重要的是怀抱理
想、信念、开创而且决不放弃努力，
有信心不一定会成功，但没有信心

一定不会成功。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在文开良

以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思想的带
领下，“披荆斩棘”为天津城市的快
速发展和天津滨海高新区高速度建
设成中国第二个浦东新区添砖加瓦，
贡献“光”和“热”，他们背后一枚枚奖
牌和一幢幢高楼，铬刻着作为领导者
的他创业艰辛和人生之旅的成功和
辉煌。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有成功和失

败，有谁可以说没有失败就能成功
的，人只有经历更多的失败才会成
功，才会醒悟，才会从中得到成功的
启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从失败中获益，从勤奋中
崛起。虽然每个人的成功之路各不
相同，但都是用一段夹杂着泪水和
汗水的艰辛历程换来的，就如歌中
所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
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现在，中
建三局天津分公司的团队重点关注
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以品质兴业、以
质量求生存。才能在建筑行业稳步
前进。

“质量是生存保障的前提”

企业的发展与生存没有一个好
的领导，一个朝气蓬勃的，敢为天下
先和谐团队是不能取胜于现代竞争
市场的。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自进入
天津以来，随天津滨海新区一起发
展，从当年在工棚办工，到如今在繁
华地段购写字楼以及现在员工已定
居天津已买房车，他们将自身企业的
发展和这座城市紧紧联在一起。

现如今，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
在天津承接的工程近千项，以多项
鲁班奖和数十项“海河杯”见证了中
建三局天津分公司的奇迹和天津这
座城市的巨变，并且多次得到天津
市委市政府表彰和奖励。

多年来，文开良领导的公司团
队紧抓天津城市建筑快速发展的机
遇，稳健经营，和谐发展以及文开良
的独特风范和亲和力网罗各类人
才，凝聚八方精英，为公司的创造性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他带领团
队始终奉行“业主第一，用户至上，
质量是生存保障的前提，以诚取信，
服务为荣”的经营理念，勇于开拓，
不断创新，携手并进，共创辉煌。在
见面结束时从文开良睿智、刚毅和
微笑目光面容中看出，前面的道路
还很长，很艰巨，他说：我们中建三
局天津分公司有能力、毅力也有信
心迎接各种挑战。创造精品，让人们
满意和幸福，为繁荣富强的祖国做
出应有的贡献。

民营经济不振是上海发展的隐患

紧跟世界步伐 铸造一流建筑

一线城市，不再是吸引科技产业“安营扎寨”的首选之
地，相反，日益增加的运营成本已成为高技术企业逃离的最
直接原因之一。

而今，这一幕在北京高技术产业领域上演。

北京科技产业外移加剧

日前，北京的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锋教育
网、清华阳光能源开发等一行十余个科技企业去了无锡、嘉
兴两地，考察了北科建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和北科建
嘉兴长三角创新园，据了解，此行主要为企业下一步发展选
址。

考察期间，有企业明确表示，如果条件适合，可以考虑将
企业迁移过来永久发展。

事实上，在此之前，纽曼、千橡等科技企业已率先走出北
京。

很久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都是各大公司在选址
时优先考虑的地方。但是，曾经让众多科技企业十分向往的
北京，现在却成了很多企业急于逃离的地方。科技企业为什
么要逃离呢？
“之所以考虑新的发展地，除了企业发展战略的考虑之

外，更重要的是成本因素，北京的运营成本太高了，土地、租
金、薪资、水电费逐年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企业
成长受到制约。”谈及此次南下的原因，先锋教育网总经理陈
雪峰无奈地表示。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表示，“北漂一族”有一种趋势叫
“逃离北上广”。现在不仅是北漂们，一些企业也开始“逃离北
上广”了。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逃离的原因中，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成本太高。

数据显示，仅 2012年上半年，北京优质写字楼租金同比
增长 46.8%，增幅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经济高速
发展造成的资源紧张，直接带来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
成本大幅度上升，剧增的办公成本成为很多科技企业所不能
承受之重。

长三角或现“新中关村”

身在北京这一人才技术高地的科技企业，缘何将选址目
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长三角？

有上述北京科技企业表示，科技企业要求租金相对较
低，又希望有好的办公环境，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此外，和
银行、咨询等行业不同，科技行业所面对的市场是以技术为
基础的需求，对于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其市场日趋饱
和，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却极度饥渴，市场空
间极大，这正是企业选择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原因之一。

以北科建嘉兴长三角创新园为例，与北京等一线城市相
比，其落户、运营成本仅为其 1/3甚至更少，但其在环境、技术
需求和成果转换上却更具优势。

业内人士表示，根据经验，只有人均 GDP达到一定水平
之后才会对自主技术有需求，才希望通过技术提升产业结
构，才能把技术和产业结合起来，而长三角城市作为全国经
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早已具备这一基础，这对于科技企业
成果转换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长三角区域作为全国人口涌入的集中地，人才聚
集度仅次于北京等一线城市，足以满足科技企业的人才需
求，同时还能占据人力成本较为合理的优势，多重优势聚合，
构成了长三角城市吸引北京科技企业南下的重要砝码。
“从目前区域产业园区发展现状来看，急需一个类似于

中关村这样的强势品牌园区出现，来引领园区建设水平的提
升，并对区域政府政策服务进一步优化产生影响。”业内人士
认为。

从日前这批南下考察的企业反馈来看，无锡中关村软件
园太湖分园和嘉兴长三角创新园有望胜任这一重任。

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中关
村西区、中关村软件园、生命科学园等国际化专业科技园区
开发的成功经验在前，他们对北科建集团打造“长三角地区
的中关村”的能力不容置疑。

长三角科技园区面临新考验

面对可能出现的科技产业转移大潮，身为首选接纳地的
长三角科技园区也将面临着新的考验。

这一考验来自于企业需求，在考察之前，对于选址，有企
业也有自己的疑虑：在离开原有的环境后，企业能否适应新
的土壤？是否有足够支撑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企业移师后水土不服的先例不
胜枚举，其中不乏高技术企业，而其遇挫的最大原因，则源于
人才供应不足、园区平台支持服务弱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
变动。

从平台支持与人才供应来看，作为长期盘踞在北京中关
村的企业，早已习惯了北京全国一流水平的服务平台与高
校、人才密集的优势，在这里，无论是孵化服务、人才支持、信
息咨询，还是企业融资、中介服务等方面拥有足以满足企业
发展所需的全方位的硬、软件环境，和这一水准相比，当地园
区显然尚有不小差距，而这种差距极有可能造成南下企业水
土不服。

数据表明，受益于国家级孵化器，中关村科技型小企业
存活率达到 80%，位于中关村西区的创新工场存活率甚至达
到 90%，高于孵化器之外 10倍之多。

不过，当地政府已充分意识到这些短板，并有意识加以
弥补。尽管如此，新的考验还不止于此，中关村科技园区最吸
引企业的在于其强大的优惠政策，而长三角城市对科技企业
的政策支持固然强大，但与中关村园区相比，在政策细化和
落地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这对于有意进驻的企业而言，也
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点。

尽管如此，新的考验还不止于此，中关村科技园区最吸
引企业的在于其强大的优惠政策，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窗口
科技园区，仅从 2009年至今，国家和北京市政府针对园区产
业出台的扶持政策就多达数十个文件，已形成全面、完整的
政策支持体系。

此外，园区还自主加以强化，以至其政策支持力度达到
史无前例的高度，而长三角城市对科技企业的政策支持固然
强大，但与其相比，在政策细化和落地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
这对于有意进驻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点。

北京科技企业欲
长三角“安营扎寨”

运营成本低、市场空间大是吸引
科技企业南下的重要砝码

罗天昊

本报记者 江丞华

梁长年 李清道

———访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文开良

一直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之都的上海，其市场化程度却很低。经济结构失

衡，缺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成为上海的尴尬现状。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职工合影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文开良（中）在工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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