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本报赠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国家机关、国资委系统、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中国企联会员企业 姻新闻热线：010-68735738 姻新闻监察：010-68701250 远愿485798 姻广告热线：010-远愿701052 姻发行热线：010-远愿苑园员057

悦匀陨晕粤 耘晕栽耘砸孕砸陨杂耘 晕耘宰杂

编辑：郭志明 E-mail：guozhiming007@163.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星期二 今日二十版
周二出版 邮发代号：员—员圆愿
国内统一刊号：悦晕员员—园园圆怨
京海工商广字第 8251号
零售价：4援0园元
全年定价：192元

2013/02/05
NO.4552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主管

网址：www援zgqy援cc

权威

本报记者 蒋皓

要闻

G01-G04

官方微博

weibo.com/zgqybnews

中国企业报

今年楼市调控或加码
P08

巴曙松：影子银行
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创新

P07

金融·投资

产业·公司

股价断崖跳水
佰利联股权激励维稳

P09

丁是钉

紫竹评论

连霍高速塌桥事故
曝出花炮物流乱象

P04

制造业企业正逐步走出困境
P02

东莞外贸企业转型记
P03

商业·人文

金厦公司易主迷局
创始人被架空

P10

中国铝业与蒙古企业珍宝 TT 公
司的合同纠纷仍在继续。

《中国企业报》记者日前联系蒙

古国驻华大使馆时，该使馆工作人员

向记者表示，对此事并不清楚。但蒙

古国驻中国大使登扎布·苏和巴托最

近却表态：“蒙古无法接受之前同中

铝的协议，已停止向中国出口煤炭，

并呼吁另一家中国能源企业神华集

团介入，以打破僵局。”

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程志强 2 月 1日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相信该合同纠纷能够得

到妥善解决，目前双方还在进行沟

通。

对于中铝在蒙古这样的欠发达

国家投资遇到的尴尬，辽宁民企西洋

集团感触颇深。该公司副总经理吴希

胜 2月 3 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至今索赔无

门。

吴希胜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或地

区投资，中国企业需要更为慎重一些。

合同纠纷：蒙方尚未提
具体修改意见

经过近 1年的谈判，中铝和珍宝
TT公司在 2011年 7月签订了“TT东
区煤炭长期贸易协议”。据了解，双方

对谈判的结果和达成的条款均表示满

意，两国政府均对此协议进行了批准。

但近日珍宝 TT公司要求修改合
同，对双方 2011年 7月签订的“TT东
区煤炭长期贸易协议”进行重新谈

判，并要求提高煤炭供应价格、减少

供货量。

程志强告诉记者：“截止到目前，

对方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方案，但

双方仍处于沟通之中。”

对于蒙方修改合同的要求，有业

内人士称，这属于无理取闹。

“我们要面对现实，冷静地去解

决问题。”程志强告诉记者。

在中铝已经支付了 3.5亿美元预
付款的情况下，按照协议，去年珍宝

TT公司应供货 300万至 400万吨，而
实际供货只有 237万吨。

在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的情

况下，中铝从未停止运煤。

此外，为了该协议，1 年来，中铝
组建了管理团队和全中国范围内的

销售团队；大规模投资形成了多式联

运的长距离物流体系，包括车队、堆

场、装运站、洗煤厂、港口设施等。

中铝方面指出，实际上，蒙古运

进来的煤并无价格优势。

（下转第三版，相关评论见第六版）

本报记者 张龙

中铝蒙古遇阻
警示赴欠发达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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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狼多肉少”来形容 2013年的

全球贸易格局也许再恰切不过了。

先说肉少，传统的进口大户欧洲

和美国日子都不太好过，大量增加进

口的可能性非常小；新兴经济体即使

会增加进口量，但因其经济总量和进

口总量的基数相对较小，对于整体外

贸总量的拉动能力相对较弱。再说狼

多，首先是东南亚和印度以及拉美地

区国家以更低的成本在和中国抢夺传

统市场；其次是日本通过货币放水政

策在变相降低出口价格，增加其产品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第三是欧美等

传统进口大国都在加强本国的产业优

势再造，加强高端产品的出口能力。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出口增加的

压力非常大。一方面，随着人工成本、

土地成本、环境成本的增加，中国企

业传统的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另一

方面，中国现阶段还没有培养出新的

优势产业；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等

潜在压力并没有消除，其他各种不确

定性也会对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去年整体出口情况看，尽管海

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我国

出口总额为 1992.3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较 11 月份的 2.9%加快了

11.2个百分点。但这种增加有许多偶

然性因素在内，并不预示着中国企业

的出口形势有了根本好转。

分析主要出口类别，去年出口金

额增长最明显的是贵金属和玉米，增

长分别为 127.1%和 117.2%。这些都

是资源性和基础性产品，即使有出口

市场，但大幅度扩大供给的可能性较

小。而中国企业具有相对产业优势的

机电产品、家电等下游用钢产品出现

不同程度下滑。如果欧美等主要经济

体的形势不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这种

下滑趋势会延续到今年。

去年，虽然一些企业通过电子商

务和产业升级等方式，创造出了喜人

的外贸增速，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

些增长还仅仅是个案，并不是根本性

的和全局性的。中国企业出口要实现

根本性的好转，必须创造出新的市场

和新的优势产业，而这需要付出更加

艰苦的努力和更沉重的代价。

用一种形象的说法，过去在国际

市场上，中国企业更多是“抢骨头

啃”，那么未来，中国企业则要更多地

“抢肉吃”，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企业的

竞争对手已经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

转变成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这种竞

争中，除技术、资本和人才实力外，发

达国家还可能动用国家力量，采用各

种贸易壁垒及各种经济、政治手段进

行干预，使竞争局面和竞争因素变得

更加复杂和难于掌控。

中国企业从总体上改变出口被

动局面的现实路径有三条：一是把出

口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成本更

低的地区转移；二是培育和发展新的

出口优势产业；三是开发和创造新的

出口市场。而实现出口路径的改变，

除企业自身的努力外，更需要政府为

企业创造降低运营成本以及产业升

级的大环境。

外贸企业如何应对“狼多肉少”

“恒天然”引发国内乳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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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或别离：

企业家盛年如何“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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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培炎：
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

主题为“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的

中国经济年会近日在京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进入矛盾

凸显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增长进入换档期。

国际形势的四个特点

曾培炎认为，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正在被打破，

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当前

国际形势特点可以总结为四个“一”：

第一是“一场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
场冲击力量大、波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时至今日，主要经济体需

求疲弱，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明显抬头，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

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低迷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各国将

为摆脱危机、重拾增长做长期奋斗。

第二是“一方动荡”。2010年以来，西亚北非多国连续发生
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和武装动乱，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

等国政权更迭，也门、巴林等国政局动荡，叙利亚问题正在博

弈，伊核问题久拖未决，巴以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十分脆弱，

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仍然很多。总体来看，伊斯兰世界

形势不容乐观，中东地区政治乱局的稳定有待时日。与此同

时，欧洲、东亚等地区积淀的历史问题和文化冲突再次浮出水

面。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使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第三是“一轮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全球经济

新版图。新兴经济体要求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

多的话语权，新老势力围绕分享全球经济治理权力的博弈正在

展开。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发达国

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

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

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重塑二三产业关系，重

塑世界经济地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格局。 （下转第六版）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决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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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春节放假，本报 2013年 2月

12日休刊一期，2 月 19日恢复正常
出报。特此通知。
预祝全国读者新春快乐！

《中国企业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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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龙

出口形势整体向好
外贸企业冷暖自知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口逐渐回暖，让中国外贸企业看到

了一丝曙光。

温州一家小型生产机电配套产品企业负责人马国光既没

有感到绝望，也没觉得今年情况会有更大的转机。

马国光的工厂生产机电产品上配套的阀门。去年接了

800多万元的订单，今年的订单现在也来了 2批。订单增加主
要是源于中东地区的订单，欧盟和美国的订单事实上在下滑。

马国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订单数量确实在增加，但

利润下滑了近 20%，主要是成本上涨所致。
尽管利润下滑，众多中小企业并未完全“死去”。据阿里巴

巴一达通外贸服务平台对 1万多家中小进出口企业中固定抽
样 4000家进行的 2012年全年连续跟踪和监测，去年我国中
小企业外贸进出口总额与订单数仍呈现较快增长趋势。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信保

累计服务支持小微企业 2.1万家，是上年的 2.9倍。这也从侧
面印证中小出口企业数量实际是在增长的。

机电出口回暖，纺织和化学制品出口下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去年中国汽车出口突破百万辆，达到 105.6 万
辆，同比增长 29.7%。

为了巩固这一成绩，商务部机电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商务部还将搭建有助于出口的平台，请出口所在国的专家

来中国为中国企业上课，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当地的法律。

相比较于机电、汽车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同样在温州，其

他行业的出口却没那么乐观。鞋、服装等温州传统出口强势产

品，去年一直难有明显起色：出口鞋靴 64.6亿美元，同比减少
1.4%；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 18.6亿美元，同
比减少 11.2豫。

在义乌服装鞋帽出口方面，义乌小商品

国际商贸城的一位店主在新年来临之际，仍

在忙着清理去年圣诞节剩下来的库存。

（下转第三版）

随着春节的临近，各大商场、超市年味儿浓郁，处处张灯结彩，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各地已经

启动节日监测日报制度，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扩大节日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智能家电市场有望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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