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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被我们消费的“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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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活

后续报道

12年前，联合国正式启动全球契约倡议。目前它已成为
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广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可

持续发展倡议。

一年前，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授权中国企联和中国石化牵

头成立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中国石化董

事长傅成玉被推举为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席团首任轮值主席。

11月 28日，2012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会将在北京召开，
主题为“引领与践行———新形势下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届时，中外企业高层领导、有关行业协会、研究机构、联合国驻

华机构、部分国家驻华使馆代表将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新议程和新战略。

一年来，傅成玉带领这个年轻的机构，为推动实现可持续

发展做出了怎样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下一步将有

哪些新的战略目标？在本次年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企业报》

记者独家对话傅成玉，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全球契约中国生根

《中国企业报》：作为全球契约中国网络首任轮值主席，在

这一年的工作当中，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傅成玉：去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任命我为全球契

约组织的理事，同年被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推举为轮值主席。我

觉得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认为，除了进一步推

动中国石化作为领跑者践行联合国契约十项原则外，更要带

动更多中国企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

斗，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无论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还是国际社会的共识，都要求对可持

续发展有积极承诺的中国网络成员积极行动，通过创新与合

作，探讨可持续发展之路，为社会和人类的和谐发展，为生态

文明建设做出有益贡献。此次会议就是总结相关企业围绕全

球契约十项原则的最佳实践，通过交流提高认识，总结经验，

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工作。 （下转 G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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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脱中国化”的中国成本

雅戈尔 30亿元押宝西气东输
再被指“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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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有望明年开闸

从 10月底至 11月，日本各大企
业陆续发表了 2012 年度中期决算报
告。日本电视台近期在分析各大企业

决算结果时，分析了由于“中国风险”

持续而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受到影响的

行业，并将关键词设定为“中国+1”。
所谓“中国+1”战略，就是日企在

中国继续进行投资贸易却不将资本

集中于中国，而是同时在另外的国家

平行开展一定规模的业务。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跨国公司

资源的跨国界配置已经很难让任何

经贸联系相连接的国家在不确定性

的市场风险引爆之后独善其身。日本

企业无疑将为自己的“去中国化”行

动支付代价，但中国同样要承担资本

抽离的痛苦。

税收的流失是伴随着部分日企

“去中国”脚步的提速必然产生的结果。

以广州市为例，2011年广州税收总额
为 1021.2亿元，而在该市税收构成中，

汽车产业成为了广州第一大税收来

源。资料显示，2011年广汽丰田纳税
87.87亿元，东风日产纳税 80亿元，广
汽本田纳税 60亿元，三大合资企业占
广州税收总量的 22.3%。汽车产业如此
强大的税收供给能量主要在于该产业

产值已经占到广州 GDP的 24%，汽车
产业早已成为广州的支柱产业。

就业市场是企业撤离中国最容

易受到冲击的敏感地带。从目前来

看，日资企业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劳动

密集型行业，其吸纳中国市场劳动力

的能力远超欧美企业。其中，佳能聘

用了 3万中国员工，本田在中国广州
和武汉的两家工厂员工也达 1.5 万
人，丰田在上海、广州招收的员工超 2
万多人。一旦这些企业受到外部冲击

而采取减产缩量或者转移抽资，将会

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其带给社会的

不确定风险不可小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如同两国经

贸合作非常紧密一样，中日之间产业

粘连度也非常高。目前，日本是中国

最重要的中间产品供应国，在中国从

亚洲进口的中间产品总额中所占份

额超过了 1/3。
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关联不仅在

制造业层面，以富士银行、三菱银行

等为代表的日本金融业在中国开展

的业务不仅在所有外国同行中数额

最大和分布最广，而且日本的服务业

如餐饮、商业零售已经深入到中国的

二三线城市。这些服务企业与包括制

造业在内的中国经济方方面面存在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想象，当尼

康、佳能这些为中国消费者津津乐道

的产品退出中国市场时，消费者能够

找到技术和功能上同样优良的替代

品。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目前日企

“去中国化”作用于中国的风险虽然

绝大部分还处于理论推理阶段，但也

不排除其演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为

此，需要民众在爱国情怀的诉求上多

一分理智，管理层在经贸政策的拿捏

中多一些智慧。

商业·管理

“酒鬼酒”危机应对启示：
不回避快速澄清才是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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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晶晶

让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 11月 20日刊发《多地强制推广 LED产品被指将引
“行业灾难”》报道后，业内反响强烈。一篇无署名文章见诸网

络，质疑本报报道。《中国企业报》记者针对质疑进行了追踪采

访，并从公开渠道了解到，目前中国 LED 产业主要依靠政府
补贴生存，产品性价比严重失衡。

无署名网络文章质疑本报

11月 20日，一位要求匿名的媒体记者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当天接到“神秘人物”电话，希望能有偿宣传有关

LED产业的正面信息，多位媒体记者相继拒绝。
随后，一篇无署名文章《专家呼吁媒体理性报道 LED 产

业》见诸网络。文中指出，记者就近期个别媒体报道的《多地强

制推广 LED产品被指将引“行业灾难”》采访了数位专家，专
家们纷纷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

持，也需要媒体的客观真实报道。

为更加客观报道 LED产业现状，《中国企业报》记者希望
能了解文中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因此文无作者署名、无专

家实名而作罢。 （下转第八版）

本报记者 张艳蕊

LED困局：
政府补贴超企业利润

“影子银行”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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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

详见第十七版

专访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轮值主席、
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

直面“思科阴谋”：

针对性调查应立即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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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净利润
将首现负增长

P09
石油消费税征收无死角

地炼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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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困局：一汽丰田加深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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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施细则》指出，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此

举被民间视为利率市场化开启的信号。由温州政府制定的《浙江省民间借贷管理

条例》已经报送浙江省人大，正在走立法程序，明年浙江省两会后有望获批。

在千呼万唤中，《浙江省温州金融

综合改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终于露出真容。11月 23日，温州
市政府全文公布细则内容。这份备受

瞩目的《细则》全文共 12条，与今年 3
月 28日金改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之
际发布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

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 12条对比，《细
则》稍显具体，但与此前温州市政府上

报的方案相比则并没有太多变化。

在政策松动前夜，温州 8000 亿
元以上的民间资本依旧在苦苦寻找

释放的闸口。

有创新但突破不足

“有创新，但没有大的突破。”11
月 23 日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

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时如此表

示。他认为《细则》有可圈可点的地

方，也有不足和遗憾的方面。他说，

比如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发展

地方资本市场，尽管有的以前温州

乃至浙江都在做，但是《细则》涉及

的范围更广。

《细则》在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

服务里面指出，要积极发展科技贷

款、小额担保贷款、经营权质押贷

款、股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林权抵押贷款、海域使用权抵押

贷款等支农支小信贷业务。积极探

索试点排污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

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

业设施及农业机械抵押贷款。

周德文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农村宅基地的抵押，由于农村土

地是集体土地，没有产权证明，所以

无法交易，也就无法抵押贷款，但这

次《细则》专门涉及了，接下来就是

如何操作的问题了。

而在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方

面，《细则》第一次提出要设立如此

多的本土化的产权交易市场，这也

是温州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另外，个

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事实上两年

前，温州就曾经提出要开展个人境

外投资试点，但一度被叫停，《细则》

允许个人在境外直接投资，有利于

拓宽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引导

民资合理合法“走出去”。

利率市场化有望松动

《细则》对于民众一直期待的利率

市场化没有提及。但《细则》中，规范发

展民资指出，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

体系，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也

称“温州指数”），此举被民间视为利率

市场化开启的信号。（下转第二版）

罗阳已逝，歼 15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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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光伏之都”造假
员工领月薪表演上班 （详见第二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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