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
区域

广西经济观察2012年11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江丞华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邮箱：670357327@qq.com新闻热线：15078355598

特别支持单位：桂林市秀峰区委区政府 桂林市全州县委县政府 桂林市临桂县委县政府

记者观察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最近公布的经济运行报告中观察

到：1—8月份，广西经济有喜有忧，亮点中蕴含希望。

轻工及支柱产业领跑

大半年来，广西工业生产亮点纷呈：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20.3%，比重工业增速快 6.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3.7
个百分点；支柱产业部分，38个大类工业行业中有 35个行业
增加值实现增长，占行业面的 92.1%。石油加工业、造纸和纸
制品业、化学原料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农

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明显高于全区；大部分主要产

品产量保持增长。重点监测的 26种主要产品中，17种产品实
现增长，占主要产品面的 65.4%，比一季度提高 7.7个百分点。
其中，化学药品原药、精制食用植物油增长势头迅猛，分别增

长 64.5%和 55.9%。原油加工量、氧化铝、饲料、机制纸及纸板
和汽车增长量也在 22.4%至 34.3%之间；产销率较高，1—8月
工业企业产销率 95.2%，37个大类行业中 36个行业产销率超
过 90%，占行业面的 97.3%，比上半年提高 3.9个百分点。1—
8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018.86亿元，同比增长 25.3%，
比 1—7月回落 2.2个百分点。其中国家统计口径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23.6%，比全国水平高 3.4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强劲金融运行稳定

民间投资广西势头强劲。民间投资完成 4410.22亿元，增
长 37.2%，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1.3个百分点，对投资增长
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二是更新改造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更新

改造完成投资 2364.65亿元，同比增长 37.4%；基本建设投资
2940.05亿元，增长 18.0%；房地产开发投资 970.82亿元，增长
6.7%。三是第一、二产业投资增长较快。第一、二、三产业分别
完成投资 313.51、2912.94 和 3792.4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6.3%、31.5%和 18.6%，工业投资 2844.32亿元，增长 30.2%。
四是新开工项目大幅增长。新开工项目达 3.66万个，同比增
长 61.1%，完成投资 3710.96亿元，增长 51.0%。

8月末，广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5022.13亿
元，同比增长 16.5%；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1944.93 亿元，增
长 17.6%，其中境内短期贷款余额 3167.82亿元，增长 42.1%，
中长期贷款余额 8337.25亿元，增长 7.7%；新增本外币贷款
1297.78亿元，同比多增 127.38亿元。

8月份，广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9%，比 7
月份提高 0.7个百分点。1—8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6.1%，比 1—7月回落 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4.4
个百分点，比全国水平高 6.0个百分点。

看统计数字经常让人感觉是枯燥无味的，但数字往往可以

说明很多问题。从一系列的数字中分析显示，1—8月广西虽然对
外贸易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但由于金融运行基本稳定，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特别是轻工业和支柱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助力广西经济大半年来经济运行平稳，总体形势求进趋好。

广西经济运行平稳总体趋好
本报记者 黄山

“打造太阳能光伏之都！”无论走

高速从湖南进入广西兴安县，还是从

桂林市进入兴安县，扑面而来的是公

路两旁矗立着的几块内容相似的巨大

广告牌，非常显眼。让人感觉立即就能

进入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城

市。

四五年前，兴安的光伏产业还是

一片空白，没有一家光伏企业。近年

来，兴安县把强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

业，对外宣传号称太阳能光伏之都，要

打造千亿元产业园，得到了广西主要

领导表扬，夸赞兴安县“‘无中生有’搞

起了光伏产业城”。

当前，在全世界太阳能光伏产能

严重过剩的窘境下，该县的太阳能光

伏产业果真能逆流脱颖而出？

领导来了工人演戏

近两年，《中国企业报》记者陆续

接到读者报料，称兴安县太阳能光伏

产业园里的所有公司停产日子多，生

产日子少，有的公司工资拖欠两个多

月都没有发，每逢有领导来视察时，附

近农村的临时工就会被叫到厂里穿上

统一工作服，“很正规的装模作样的在

那里生产，经常装我们都装得很像

了。”领导一走，工人们马上一哄而散。

因为光伏产业园中有一种产品叫“硅

片”，工人们戏称，这是骗子做片子。

目前，兴安县还在以建设光伏产

业园的名义大量征地，被当地一些群

众质疑，发展光伏产业是借口，其真实

目的是搞“圈地运动”。

记者试图揭开兴安光伏产业的神

秘面纱，历经数月多次深入该县调查

采访。

兴安县太阳能光伏产业园最大的

光伏企业原名尚科光伏公司，现改名

为兴安县吉阳光伏公司。6月 22日上
午，记者说要帮亲戚找工作，问门卫是

否招工？门卫介绍，现在公司订单少，

开机生产的时间也不多，原来的 1000
多工人已经裁减了一半，“还招什么工

哦。”

该公司一名女工向记者透露，她

和工友们的工资已被拖欠了两个多

月。今年开始，她们都是每上 5天班就
休息 9天，放假时间差不多是上班时
间的两倍，每月工资才 1000元左右，
好在他们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村民，厂

里没事做时就在家干农活或者做小生

意，“不然哪里够吃，家里有老有小

的。”

有一次，记者在吉阳光伏公司附

近的铁路桥村，问几位休假在家的员

工，前不久曾有兴安县组织的参观团，

到吉阳光伏公司生产车间参观学习，

看到站满了工人，都穿着白大衣，生产

场面热火朝天的，怎么与你们说的情

况落差那么大？女工们几乎异口同声

一脸不屑地叫道：“哇哈哈，你们记者

也那么土啊，这是骗子做片子知道

不？”究其原因，他们介绍说，许多工人

都是附近村的，每当有领导来参观，公

司就发通知，叫大家都去“上班”。“上

班”时，看到公司上层领着一帮领导进

来车间参观，公司领导讲得天花乱坠，

工人们听了暗地里都偷笑。等领导参

观完后，她们也就停止生产散开了，

“不久就回到家，该带崽的继续带崽，

该放牛的还是去放牛。”有一次又“演

戏”时，正好，工友们都是在拿着太阳

能光伏硅片装模作样，一位平常很调

皮很“有才”的青年男工偷偷地小声

说：“他们是骗子做片子，我们也是骗

子”。

6月 25日，在该县桂林尚鼎新能
源有限公司附近，村民康某介绍，他在

桂林尚鼎新能源有限公司上班，公司

一年开工生产不到 4个月。不开工时，
每个工人每月领 690元的工资，领了
那 690元，要保证有领导来参观时随
时叫随时回厂。“被公司叫回去装样子

给参观团看，我有 3次经历。”

同样，该县桂林凯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附近村民李某介绍，该公司去

年年底建成后，只开工生产了 10多
天，也没见什么货物进出。该公司门卫

介绍，公司的产品绝大部分靠出口，由

于受美国双反调查影响，公司订单少

了很多，只好停产。目前公司只有 20
名工人，老板也去国外跑市场去了。原

本以为是新兴朝阳产业，没想到夕阳

已西下，快面临倒闭了。

大肆征地野草遍地

6月 25日，在吉阳光伏应用有限
公司旁一片空旷的荒地上，厂房地基

上的钢筋已锈迹斑斑，地上野草遍地。

一名工人说，地基打桩后，公司就没钱

建厂房了，所以一直空在那里很久了。

兴安镇护城村委铁路村，靠近尚

科光伏公司。这段时间，该村的村民正

在为保护自己的田地而奔波忙碌。村

民孙某告诉记者，2009年，兴安县已
经征了该村数百亩的土地给尚科光伏

公司。现在还要征用村里的田地，没有

开村民大会，兴安县国土局只是跟几

个村民签订了征地协议，全村绝大多

数的村民都不同意。谁知，国土局近日

竟然组织人将该田垌里的田埂给挖掉

了，让村民种不了田。一些村民没办

法，只好重新堆砌田埂继续种田。

6月初，3台挖土机开进铁路村开
挖村里的山岭，被村民阻止。村民要求

在场的国土局领导出示广西区政府的

征地批文，国土局的人出示不了，最后

停止施工。6月 17日，突然有上百名
社会青年手拿钢管来“维护秩序”，挖

土机强行挖地上的果树、经济林木、祖

坟。有村民上前阻止，一群社会青年冲

上来，将那名村民抬起来丢到施工现

场外。这伙社会青年，有的头发黄黄

的，有的身上有文身，十分凶狠，手里

不时挥舞着钢管叫嚣：“谁上去阻工就

打死谁! ”村民们都称这伙人是黑社
会，村民们质疑，现在公安部有规定警

察不能参与征地，有负责征地的部门

就请社会青年出来搞事，其目的就是

吓唬老百姓，然后强行施工。

村民孙某说，县国土局来征地时，

说是县里要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所

以要征用大片土地。但每个兴安人非

常清楚，太阳能光伏公司平时都很少

开工生产，村民们认为：“这明摆着是

有人与光伏公司一起来搞圈地”。村民

说，有些局的局长拿出 50万到 300万
元不等入股光伏公司，曾有领导放言，

光伏产业有国家政策扶持，兴安给光

伏产业的地都是倒贴钱或者非常便

宜，就算搞太阳能光伏亏本也不怕，他

们有大片土地，到时土地一变性，搞房

地产那就发财了。采访中，村民们上述

说法得到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一些兴安

人认同。

兴安县人大代表、冠山村委会主

任文永龙说，以发展光伏产业的名

义，该县在冠山村就征了 1555.3907
亩土地，还有铁路村等地也有大量土

地被征用。文永龙曾三次就征地及补

偿问题向县政府提出质疑议案，“很

遗憾，政府的三次回复，对关键问题

避而不谈，甚至自相矛盾。”文永龙颇

为无奈。

兴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中有这样的

介绍：2009年 12月，兴安县人民政府
依法收购原桂兴村普天通信设备厂，

以绕城路为连线，连接原城西产业园

C1区、C2区、原桂兴村普天通信设备
厂构成现在的兴安太阳能光伏产业

园，规划面积 23.9平方公里。

“无中生有”所为何来？

在广西，最先、最敢“向太阳借光”

的是兴安县。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原
本一片光明的光伏产业跌至谷底。众

所周知，我国光伏产业原材料靠进口，

产品也绝大多数靠出口，“两头在外”。

这种情况目前也没有改变多少。但就

是在当时业内的一片哭声中，桂林这

个以旅游闻名世界的城市下辖的一个

小县城、漓江上游的兴安县领导，不知

道他们从危机中嗅出了什么商机，逆

流而上，开始雄心勃勃大力扶持光伏

产业，誓要打造千亿光伏产业园。至

2011年，该县宣称光伏上、中、下游入
园企业达 18家，形成较完整的产业
链，年产值达 47亿元，占全县工业总
产值的 31%。

今年上半年，受美欧反倾销调查

等因素影响，国内光伏业绝大多数已

经停产，虽然近期国家各部委已经在

拟定扶持政策，但一时也尚未见效。而

在此前兴安县工信局一位领导却在当

地媒体公开发布消息：“我国光伏产业

正处寒冬，惨遇行业性亏损，而建于兴

安县的广西光伏产业，却化危为机，保

持盈利，风景独好。经两年筹建，光伏

产值去年由上年 4亿元增至 50亿元，
税收则从无到有去年达 7000万元，今
年产值和税收均以翻番速度递增。”不

知道该县的企业有何灵丹妙药，能在

全世界光伏行业萧条时做到独善其

身？但该县统计局和税务局相关领导

却向记者透露了不同的信息，上述两

局说的情况基本一致，兴安县统计在

册有缴税记录的只有中联科伟达、尚

科、健评、凯创 4家光伏相关企业，大
多数做的都是中下游来料加工业务。

“去年全县光伏产业应缴税 1967援6
万，实缴的就不好说了，更不用说实缴

过来后，根据国家和县里有关政策和

规定绝大部分还要返还回企业。至于

领导在报纸上宣传的那些情况，具体

我们也不太清楚呢。”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联科伟达一

位强调不要写他姓名的高管说，这里

离市场和原材料都很远，也不知道领

导当初为什么要在这里搞光伏产业。

除非到国家发改委争取到搞顶层光

伏项目———光伏电站、上电网的批

文，投几百亿搞大的也许有效益。但

国家发改委那里，每天全国同行把他

们的门槛都踏破了，有几个能搞到批

文，花多少钱才能得到那样的批文

呢？那条路，现实点说，几乎无望。

“引导政策长期缺位，而地方又

过度溺爱 (越位 )，这是我国光伏行业
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发改委能源

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李俊峰认为，当前我国光伏

行业陷入困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

于行业自身缺乏规范管理，企业盲目

扩张和无序竞争造成的。

20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文章
称，该报记者日前对光伏行业的双重

依赖症做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光伏

“寒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越

位和缺位所致。一方面，政府深度介

入，过度扶持，另一方面，对于整个产

业的发展又缺乏相应的规划和引导，

造成一哄而上，产能急剧扩张，并最

终酿成危机。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

政绩冲动下，光伏企业获得了“保姆

式”的政策扶持，从土地到融资都获

得极大便利。而地方政府同时承担着

“黑转绿”、“重工业转高科技”的发展

转型和招商引资双重责任，发展太阳

能光伏产业有“一箭双雕”之效，但地

方政府大多缺乏专业知识和评判手

段，只是单纯以投资额、年产值为标

准，对企业来说，申报项目规模越大

越能得到扶持。不过业内专家表示，

光伏行业的此次危机未尝不是一个

有益警示，即政府如何摆正在经济发

展中的位置，从政府主导归位到以市

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也许这段

话值得兴安县领导和该县光伏企业

决策者反复拜读和深思，因为良药苦

口利于病。

本报记者 黄山

本刊主编：黄山

广西“光伏之都”造假
员工领月薪表演上班

耸立在公路旁的兴安光伏产业广告非常吸引眼球

胡祖亮

今年以来，资源县委、县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以“解放

思想、赶超跨越”大讨论活动为动力，以“重点抓工业、突出

抓招商、关键抓项目”为总体思路，始终把加快工业发展作

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不

断做强清洁能源、石材、陶瓷及矿产品加工业、农林产品加

工业、冶炼业等五大特色产业，工业生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初步核算，1—6月资源县工业总产值 14.91亿元，同比增长
33.4 %。其中:规模工业总产值 114756万元，同比增长 35%。

三大产业增势坚挺。1—6月，全县采矿业共实现总产值 36427
万元，同比增长 52.4%，增幅高出全县工业平均水平 19个百分点,占
全县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1.7%，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达 42.2%，拉动规模工业总产值增长 14.7个百分点，拉动作用居全
县各行业之首，对全县工业的推动作用举足轻重;全县水电业共实
现总产值 27507万元，同比增长 49.1%，增幅高出全县工业平均水
平 15.1个百分点，占全县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24%，对规模
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30.5%，拉动规模工业总产值增长 10.8个百分
点;全县制造业共实现总产值 50822万元，同比增长 19%，占全县
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44.3%，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37.9%，拉动规模工业总产值增长 36.38个百分点。

国有工业企业活力再现。近年来，国有企业已不再成为全

县工业的主导行业，但在今年重现了勃勃生机。1—6月 ,国有
工业企业总产值达 27362 万元，同比增长 43.6%，占全县规模
工业的比重为 23.8%，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28%，拉动
规模工业增长 9.8个百分点。

非国有工业企业引领增长。1—6月非国有工业企业规模
工业完成总产值 87394 万元，同比增长 32.5%，占规模工业总
产值比重 76.2%，拉动规模工业增长 25.8个百分点，对规模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72%。

轻工业发展快于重工业。1—6月，全县重工业实现总产
值 103221 万元，同比增长 34%，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89.9%；轻工业实现总产值 11535万元，同比增长 44.2 %，占规
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23.8%。轻工业增速比重工业快 10.2个百
分点，轻、重工业总产值之比为 1:8.9。轻、重工业分别拉动规模
工业增长 4.2个百分点和 30.8个百分点，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 11.9 %和 88.1%。轻、重工业增长齐头并进。

（作者单位：资源县发改局）

广西资源县工业高速增长

广西兴安县

经两年筹建，光

伏产值由 4亿元

激增至 50亿元，

税收则从无到

有，高达 7000万

元。

“

mailto:67035732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