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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钉

魏建国：
企业“走出去”要选对项目与环境

本报记者 蒋皓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什么形

势？需要注意什么？

《中国企业报》记者带着相关的问

题，走进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试图寻找答

案。以下是对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的访谈。

“起步晚、发展快、
潜力大、前景好”

《中国企业报》：您在海外工作数

十年，后来在商务部负责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工作，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可

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您怎样看待走

出去的形势？

魏建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

我认为可以总结为 4 句话———起步

晚、发展快、潜力大、前景好。为什么说

它起步晚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国外

这一块。2008年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
候，我提出过当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最好时机。

我曾经参与了联想收购 IBMPC
的项目，当时感觉特难，因为竞争激

烈。我征求过许多人的意见，最后还是

同意了我的意见，就是去做。现在事实

证明，做是对的。联想海外走出去的这

一仗打得很成功，柳传志、杨元庆都很

感激。我还参与了李东升的 TCL收购
法国汤姆森、吉利收购沃尔沃，包括上

海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明珠大项目。

起步晚，但是发展快，华为中心找我的

时候是上世纪末，不到十几年的工夫，

就把国内外的市场比例，从三七开变

成了倒三七，以前是七分在国内，现在

是国外占七分，国内是三分。

企业真正能赚钱的还是在国外，

在国内有时候很难。我们在非洲有大

概 2400多家公司，接手的合同有 2000
多个，港口基础设施、飞机场、铁路、医

院、学校建设做得非常好。因为了解国

外情况，熟悉国外法律，精通当地的语

言，同时具有国际大的合作思路和战

略，所以虽然起步晚，发展是快的。

发展快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还

有更大的潜力。中国要走实体经济，要

避免贸易的摩擦，减少国内重复建设，

转移多余的劳动生产力和设备，这些

都是可以通过走出去解决的，通过走

出去达到互利共赢。

《中国企业报》：对于 2013年走出

去的形势您有什么样的估计？

魏建国：2013年是“走出去”的最
好时期，也是重点时期。我们投资的重

点领域要逐步转向旅游、卫生、环保。

我们现在接受外资一直是发展中国家

的第一，今年达到 1100—1200多亿，
我们到国外的才 600多亿。一个国家
要强大，对外的投资必须比吸收外资

多。一个国家的进口要比出口多，他才

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出口和进口

并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在这

样的形势下，我认为，现在的外贸出

口，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加大

服务贸易方面。在进口方面，如果我们

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更加

积极地扩大进口战略。

当前，我们要扩大进口的地区，不

仅要进口发达国家的产品，也要进口发

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不仅要有高科技

产品、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也要有纺

织品、服装、化妆品，甚至高端消费品；

此外，我国应该研究降低进口关税。

企业要做到“五个选对”

《中国企业报》：如果给中国企业

目前走出去的成绩打分，您能打多少

分？针对中国企业自身的努力来说，要

怎样做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魏建国：现在给走出去打分也只

能打 60—70多分，这个成绩以后还会
有很大的提高的余地。现在走出去的

企业 1/3是赚钱的，1/3是平的，1/3是
亏损的。

我觉得企业走出去，要做到五个

选对，第一，要选对自己擅长的项目。

对方愿意接受的项目，比如你是搞基

础建设，还是搞洗衣机流水线、制鞋、

服装，不然你本来搞进出口贸易，结果

去搞投资，这不是你的强项，那肯定要

失败。第二，要选对市场。这个市场必

须对你的产品有“容纳”，比如说比尔·

盖茨的 windows、苹果的 iphone、韩国
的三星，由于选择了中国市场，就发展

得很快。第三，一定要选对贸易或投资

合作伙伴。利比亚就是一个教训，很多

时候都是合作伙伴带着我们的队伍，

最后撤出来了。第四，选中选好一个互

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原则，不要在乎小

钱，眼前利益，是发展不快的。第五，就

是选中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避免政

权更迭，要避免损失。

选对这五个，在哪都能生存。我们

不要回避，要面对现实，才能更好地发

展。在这里，政府的作用就很重要。企

业要了解国外的市场、国外的情况，我

们驻外的机构，要帮助企业把好这一

关，因为他们最了解所驻的这个国家

需要什么，愿意发展什么，是缺钱？还

是缺智力？缺劳力？还需进一步了解所

需要的法律、外汇、贷款等合作伙伴支

持。最后在选择伙伴的时候，要摸清楚

他的信用、信誉，资金情况。这样对中

小企业来说，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最

大限度地避免损失。

另外，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一定

要注意我们的服务。按售前占三，售后

占七的标准看，服务这一块恐怕做得

不够。奇瑞、沃尔沃、吉利、华为、中兴，

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取得成功最大的

经验是在服务上。

政府应着力确保
“三个平等”

《中国企业报》：您刚才提到了政

府的作用很重要，那么除了企业自身

的努力，政府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走得

稳？

魏建国：我迫切希望国家能够在

解决中小企业问题上出台相关政策，

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三个平等问题，

即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法律平等。我

认为，目前最需要研究的是贷款政策、

金融保险政策、企业“走出去”的优惠

政策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科研发展的支

持政策。当前，传统产业如果不转型升

级，下一步很难提高和发展。中小企业

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但是

却得不到贷款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如

果这些方面能够解决，那么中小企业

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迸发出

更大的动力。

中国的中小企业，要抱团“走出

去”。由国家派出，对方政府拿出一块

地，由商务部负责“走出去”。我们在巴

基斯坦、印度、非洲、俄罗斯都是成批

的。1.5公里、2公里范围内的企业集中
起来，由我们来管理，我们来办签证，

由政府提供“三通一平”，由政府来服

务，企业入驻厂房，请了警察、保安。这

样避开了当地对我们企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的干扰和骚乱，产品也有专门

运输，包括水路、公路和铁路。

按常理来说，涨工资总是一件好事。然而，在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上涨 10%的消息公布后，人们普遍感到的不

是收入的增加，而是财富的缩水。这种对于未来财富水平和

养老能力的忧虑，让那些已经退休的人和迟早要退休的人

都高兴不起来。

未来我们拿什么养老？这个问题拨动着人们最敏感的神

经。首先，从 2005 年以来，国家已经连续第 9 年调整企业养

老金，而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明显好转，相反

却有下降趋势。替代率是衡量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一个重

要指标，这个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

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现实是，养老金替代率从最

高时的 80%以上，已经下降到目前的 40%左右。这种基于通

货膨胀的养老金上调，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如果

物价还会持续上涨，而国家不再给企业退休人员涨工资该

怎么办呢？

同时，去年关于提高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年龄的议论，让

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未来给我们养老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

缺口。如果养老金持续上涨，那么，势必会更快地消耗掉养

老金池中的存量资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更悲观的。

相关研究表明，2010 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

特点是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2001 年以来，

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

增速为 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 6.64%。

养老金收小于支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

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

而老龄化趋势也是养老金所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难题。

我国 15—59 岁的劳动人口，2010 年已经是顶点了，35 岁以

下的人口 2003 年、2004 年已经开始减少，这和过去的劳动

年龄人口在人口红利的高峰期较快增长，是一个很大的变

化。在中国，老年人口到 2050 年预计将达到 4.3 亿，占总人

口超过 30%。2050 年每 3个中国人中就将有 1 个老人。与此

相对应的是，我国从 2001年进入老龄化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

人口的 7%；2010 年老年人口统计赡养比 10:1, 实际 5:1；

2020 年深度老龄化 ,统计老年赡养比 5:1,实际 3:1；2050 年

老龄峰值 ,统计赡养比 2:1,实际不足 1:1。

从简单的逻辑上看，要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只有两

个出路：一个出路是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取比例，但是，从企

业和员工个人的支付能力上看，我国的养老保险缴存比例

已经接近极限，如果企业和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发生

突变式的提高，增加养老保险缴存比例的空间极其有限。另

一出路是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一方面是直接降低养老金

支付数额，这涉及大量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几乎

没有可行性；另一方面是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的实际

支付年限，这一方面是政府的违约风险，另外，我国人口的

平均年龄明显低于美欧等国，如果和美欧采用同样的退休

年龄标准，实际上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

如此看来，解决中国人未来的养老问题似乎已经无路可

走。但分析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是持

续的通货膨胀让居民财富包括养老金池中存量大幅缩水。

比较近 10 余年的平均通胀率，中国和美国、德国等几大经

济体差别并不大，而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却大不相同。近 10

年来，无论是欧元，还是美元的购买力，和 10 年前并没有太

大的差别，但现在的 100 元人民币和 10 年前的 100 元比，

实际购买力差别很明显。2011 年，中国的 GDP 规模为 47 万

亿，是 1978 年 3645 亿 GDP规模的 128 倍。广义货币供应量

却从 1978 年的 859.45 亿元增长到 2011 年底的 85.2 万亿

元，为 991 倍。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 GDP 增速的 7.7倍。用人

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的话说，“过去 30 年，我们是以超量

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可否认，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已经远高于正常的范

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的情况。如果物价总

体上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则人

民币未来购买力继续贬值的趋势也将不会改变，这将使人

们手中的财富加速缩水，也会使中国的养老问题变得更加

严峻。

改变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改变为应对通货

膨胀被动增加工资水平的做法，让人们已经获得的财富不

再持续的、大幅度的缩水，消除人们对于未来财富不确定性

的恐慌，这一定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基础。

停止财富缩水
消除养老金上涨的隐忧

2012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日前相

继公布，结果既不像有些人预测的那

么悲观，也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乐

观，可谓是冬日里有春意，繁荣中有

萧瑟。2012年已然离我们远去，不过

2012年的经济走向却仍在延续。分析

宏观经济数据背后的内容，对我们理

解 2013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经济的根本动力不无益处。

2012年，中国经济之路也算得上

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

风”了。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

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重要支

柱之一———出口遭受了相当的冲击。

最新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出口较

2011年增长 7.9%，增幅远低于 2011

年的 20.3%。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三

驾马车”逐步转为“双轮驱动”，即由

出口、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转向由投

资和消费拉动。换言之，此前由“出

口—投资”拉动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

续，不得不向“投资—消费”的内循环

转换，但这种转换显然还需要一段时

间。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建设高水平

社保体系、大幅缩小收入差距等促进

消费的三大问题在短期内显然无法

彻底解决 。

尽管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拉

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遭受到越来越多

质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猛烈抨

击这种发展模式，但 2012 年稳增长

背景下的实体经济的困境还是再度

催生了投资倾向的抬头。据不完全统

计，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国家发改

委公布的重大项目通过审核项目名

已达 94个。而此前的 11月份共审核

通过 17 个项目，10 月份通过 75 个

项目，9月份则高达 147个项目。

2013 年，国内的出口、投资和消

费形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依然

延续 2012年的形势。考虑到美国经

济的表现可能强于预期，并且欧洲经

济形势将持稳，中国 2013年的出口

增长速度虽可能会略有提升，但仍不

会出现明显好转。野村证券的分析师

张智威就表示，考虑到欧美形势的不

确定性，目前仍很难断定中国 2013

年贸易额会有大幅回升。他预计，中

国 2013年出口将仅增长 5%。

不过在投资和消费方面仍然有

不少乐观因素值得期待。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

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有序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

任务抓实抓好，这对促进投资和消费

都有重要意义。城镇化是当代中国增

加投资和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每一

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是上千

万人口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

费。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

康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初稿

称，“城镇化在未来十年拉动 40 万亿

投资”，估计 2013年大量资金将进入

这一领域。另据测算，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只有城镇居民的 1/4 至

1/3，农民进城以后，一个人每年至少

比在农村多消费 1 万元，按照每年

1000万人进城计算，每年直接拉动内

需就达 1000亿元。

此外，几度难产的收入分配改革

方案也极可能在 2013年顺利和世人

见面。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不足，

很大程度上和收入分配方式有关。十

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

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可看做收入分

配改革方案的指导精神，据此我们也

应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促进消费

上的作用抱有一份乐观。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

的，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处在危机型的

快速发展期，并进入到危机后的深度

转型调整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仍然需要面对相对低迷的全球经

济增长，如何依靠投资和消费来“提高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可能是中国

2013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3，靠什么拉动中国经济？
孟书强

热点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不可否认，中国货币供

应量的增速已经远高于正

常的范围，因而在某种程度

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的情况。

如果物价总体上涨，而货币

供应量的增速又没有发生

太大的变化，则人民币未来

购买力继续贬值的趋势也

将不会改变，这将使人们手

中的财富加速缩水，也会使

中国的养老问题变得更加

严峻。

“

远见

2013年是“走出去”的最好时期，也是矛盾爆发期。中国企业走向
海外，要做到“五个选对”，才能避免风险。

漫评

尽管陈光标将凉茶定为“好人牌”，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好人”是靠不住的，

好喝才是关键。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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