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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恶性竞争
致国际稀土话语权失落

一方面是稀土价格低迷的走势，

一方面是稀土黑色产业链的屡禁不

绝。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月 19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今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约

1.20亿元，同比下降 89.60%。
赣州一家稀土分离企业高管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包钢稀土那么

大，利润下滑的都那么厉害。我们这些

规模小点的企业，只能停产歇业了。”

这位高管如此悲观的背后，是该

公司已经几个月没有订单的残酷现

实。相比较于去年该公司 1000多万元

的利润，今年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意

味。

低成本的稀土黑色产业链也给稀

土价格带来了冲击。环保部督察组近

期已就此开展了工作。

工信部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目前工信部下发了《工

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核查整顿稀

土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工信部正在

和其他的部门一起制定相应举措，希

望能真正规范稀土行业的市场秩序。

价格走低
黑色产业链雪上加霜

上述稀土企业高管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他已经开始给公司员工

安排放假，这样的情况在往年是不可

能的。”

据记者了解，今年 5月份，稀土原
料之一的氧化镝价格是每吨 300多万
元，而现在已经跌到了 200多万元。

这样的跳水价格令企业承受不

起。

生意社稀土价格指数显示，从去

年四季度到今年 10月中旬，稀土永
磁主要产品价格均不到去年高位时

的一半：其中，氧化镝跌幅高达

73.68%，氧化钕跌幅也达到 72.88%。
由于供需严重失衡，业内预计，稀土

市场在年内仍难以复苏。

（下转第十二版）

当中海油希望收购美国优尼科公

司的时候，美国政府拒绝的理由是：中海

油作为央企是中国的国家代理人。

当华为公司试图收购美国 3COM
公司的时候，美国政府拒绝的理由是：

华为的创始人是退伍军人，和中国军方

“关系密切”。

当和政府及军方都不沾边的中国

公民（两名三一重工员工）在美注册的

罗尔斯公司计划收购 4个美国风电场
项目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命令称：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阻止该项收购，并

要求剥夺其所有权。

总之，当美国有人不喜欢美国企业

被中国企业并购时，他们总“找出”非常

“充分”的理由进行阻止。当我们把这些

“理由”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在其荒唐逻

辑的背后，美国经济霸权主义的本质已

经显露无遗。

患上中国大企业恐惧症

尽管中海油、华为以及三一公司这

3家公司的股权构成和业务范围并不相
同，但“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却成了

美国政府否决这些并购案的共同理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众议

院情报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公

开呼吁不要与华为、中兴做生意后，10
月 18日，路透社独家发布的报道称，白
宫曾秘密委托美国情报部门和其他政

府部门针对华为进行了长达 18个月的
调查，调查人员研究了大量可疑行为报

告，并走访了近 1000家电信设备采购

商，但并未发现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华为

在美从事间谍活动，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

很显然，所谓“国家安全”只是一个

外界难以考证的幌子，是美国政府用来

打击中国企业的“万能”理由。而这 3家
公司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才是美国政府

担心的真正原因———其都是涉及能源

或新兴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强势企业。

直白地说，就是美国患上了对于中

国大企业的恐惧症。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

扩大，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

大公司，并在逐步形成可以和美国跨

国公司抗衡的力量。2012 年，在排名
世界 500强的大公司中，美国有 132
家，中国有 79 家 (含香港和台湾在
内)，日本有 68家。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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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让之前红红火火的明星企业变得

破败不堪。10月 17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山东省淄博市采
访时无意中看到一个这样的场景：一家名为汇源水务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水务）的企业，除了厂门和院墙之外，厂

区内几乎已被破坏殆尽。

“现在厂区里能卖钱的原材料、生产设备等已经被卖掉了。

厂区内的铁窗都被人拆掉换钱，他们的疯狂可见一斑。”在记者千

方百计找到汇源水务法人代表高喜长后，他犹豫再三简短说了以

上几句话，在记者追问下他继续介绍，“以前我的企业非常好，下

属 6家子公司，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 38个营销服务机构。就在企
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遇到了这场浩劫。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仅仅机

器设备的损失就达近 7000万元。如果加上被迫停产产生的直接
和间接损失，额度会更大。”同时他表示，不希望事态扩大，更不

希望给政府添麻烦———当地各级政府领导还是很公正的，只是

个别部门个别人从私利出发，总是置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于不顾。

从红红火火到极度深寒

事情还要从 1999年说起，当年，汇源实业重组淄博市纺织
机械厂后成立了汇源水务。“当时企业实力还不强，但为了响应

政府的号召，我尽全力重组了纺织机械厂。”高喜长对记者说。

“当时的纺织机械厂经营不景气，从 1995年到 1999年都
在拖欠职工工资。为了充分保护职工利益，我们商讨出的重组

方案是纺织机械厂以拖欠职工的工资和厂房以及设备作价

204万元，汇源实业出资 536万元，双方共同成立汇源水务。
纺织机械厂占 27.57%的股份，汇源置业占 72.43%的股份。”
高喜长向记者介绍。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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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等十部门
联合发文制止寺观上市

（详见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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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关于
中国企业新闻网的郑重声明

7000万元的损失令一家改制企业濒临
绝境。在企业向政府承诺“不做法律之外的
事”背后，是中小企业发展权益如何才能得
到维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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