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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7日，四川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泸州分会场上，省人
大代表中海沥青四川公司总经理张庆新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

者专访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交通先行，城镇化建设”，他非

常赞同，这些都同公司的生产经营紧密相关，而作为央属国有企

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是使命，更是责任。去年我们纳税是 7.8亿
元，公司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更体现社会效益。

对地方税收贡献很大

我国生产沥青的企业是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这三大国

有企业。中海沥青（四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是中海油在
西南地区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第一个完全由海洋石油自主

经营的下游沥青控股企业。现阶段年产超过 30万吨的“中海
36原1”重交沥青和 5万吨“中海 36原1”改性沥青。
“对地方来讲，我们不是一个炼油厂而是一个油田。公司的

原油来自中海油自己的油田，油田出产的油所要缴的税不是交

在油田地区，而是直接体现在沥青上直接缴纳给沥青公司注册

地的政府。我们的缴税额将近占总产值的 28%，也就意味着油田
本身会有 12%的税收进入泸州。”张经理向记者介绍企业特殊的
纳税情况。

中海油集团旗下有 7家沥青公司，除泸州之外其余 6家分
布在湛江、泰州、青岛、营口。由于产业的特殊，发展潜力大，对地

方利税贡献很大，所在城市的政府在政策扶持，战略规划上都予

以了很大扶持。张经理向记者透露：“四川今年将投入 10亿元进
行产能扩张。”

“十二五”投资 10亿元进行升级改造

近年来，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线路投入使

用，四川已悄然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

交通枢纽。公路的建设在未来十年中势必会继续进行，公路里程

将超 28万公里，高速公路超 5000公里。
随着交通先行，城镇化进程加快。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离

不开沥青这一重要的建材。张经理说：“道路建设的投资，除人工

和土地资金外，沥青投入也要占 1/3。今后 10年里公司每年产量
递增率都会增加。公司还不单纯是以营利为目的。2012年我们
的利润只有 2000万元，和纳税额相比少得可怜。但石油是国家
严控的资源，对我们的考核就不仅仅是营利，而是更好地维护当

地经济发展。”

据悉，中海油气开发利用公司“十二五”期间将在泸州投资

10 亿元，把中海沥青（四川）公司建成西南地区一流的重交沥
青、环烷基润滑油和环保型燃料油生产商和供应商。张庆新告诉

记者，公司力争 2015年末实现“三个翻一番”的目标，再造一个
“中海沥青（四川）公司”，即力争实现销售收入翻一番、入库税金

翻一番、入库税收中地方财政收入翻一番。为推进泸州“156”发
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中国酒城”，促进泸州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龚友国

1月 27 日，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人大代
表、大竹县委副书记、县长何洪波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区域经济

合作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体格局。大竹县地处四川省东部、

重庆市北部的川渝鄂陕结合部，位于成渝经济区渝广达经济发

展带，区位优势明显，资源优势独特，必将赢得发展先机，朝着

“西部一流经济强县”目标阔步前进。

立足区位优势，建“西部商贸物流次级中心”

大竹县位于中国中西部四大名城———成都、重庆、西安、武

汉交汇辐射的腹心地带，国道 318线、210线、包茂高速、沪蓉高
速（南充原大竹原梁平段预计 2014年竣工通车）呈“井”字形贯穿
全境，处于川东公路交通枢纽地段，已形成“半小时达州、1小时
重庆、3小时成都、5小时西安、6小时武汉”的通达格局。
何洪波告诉记者，在深化开放合作战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中，大竹将抢抓全省构建西部重要经济中心和达州建设

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重大机遇，积极抓好在建的南大

梁高速公路建设，并争取将大竹纳入成渝城市群城际轨道建设

规划，加快推进投资 82亿元的国际物流园区建设，将大竹建成
“西部商贸物流次级中心”。

在产业配套上“当名角”，在承接产业上“抢先机”

大竹县系“中国苎麻之乡”、“中国糯米之乡”、“中国醪糟之

都”、“中国香椿第一县”，农业资源富集，煤炭、天然气、温泉及锶

矿等矿产资源丰富，机电、建材、能源、农产品加工等主导产业已

经形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100户，2012年实现增加值 49.22
亿元；苎麻、香椿、糯稻等特色产业基地 50万亩。

据了解，近年来，大竹县坚持“筑巢引凤、招大引强、延链引

进、抱团入驻”理念，加快推进“一区多园、产业新城”建设，工业

园区成功跻身“全省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培育名单，累计完成

投资 47.8亿元，干道覆盖区达 6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45户，投
产 31户，实现工业总产值 110.3亿元，工业集中度达 30.7%。
何洪波说，我们将以突出西向配套成渝“两核”发展产业，面向

东向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强化北向接受关天经济区辐射产业，开

拓南向扩大与云南、贵州和珠三角经济区的市场合作，让大竹在

区域经济合作和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跨越发展。

汤继强：
让中国中小企业走上“阳光大道”

2013 年 1 月 17 日，著

名青年经济学家汤继强博

士在首届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

上发表演讲，呼唤从制度设

计上为中小企业发展铺设

“阳光大道”。
“星光”与“阳光”在自然

界有昼夜之别，借用在发展

制度的设计上体现计划与
市场、潜规则与法治的分

殊。汤继强在演讲中批评和

反思过去的相关政策、制度

设计是“选秀式”的“星光大
道”模式，大声疾呼“要阳

光”、“让中小企业走上阳光

大道”，引起社会各界强烈

反响。

李克强副总理曾讲到，城镇化是未来发

展的红利来源之一。要搞城镇化，如果像高新

园区那样搞高新技术企业显然不太可能。那

么对于县域的甚至是农村的这些中小微企业

的认定有什么样的政策？许多地区现在引来

了许许多多的世界 500强，还有我们的央企、
国企，他们先天条件如此之好，阳光雨露如此

充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中小企业又

怎样跟他们和谐发展呢？

汤继强说，“地方政府是可以帮助中小企

业走出困境并且赢得发展机遇。但相较而言，

这样的经验、思考和探索，不一定完全克隆或

照搬，如果我们能够结合不同地方的不同特

点，相信会有很好的回响。例如，假如要在四

川康定县帮助中小企业发展，讲产业，海拔

三、四千米的地方，显然不能像深圳、上海、成

都这样的地方做产业，但可以聚集与旅游配

套相关的一些多层次的服务型企业。”

时代不一样，今天我们讨论中小企业的融资

问题、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比以前更好的环

境和借鉴，有比以前更好的制度环境、舆论环境

等，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更多的更新的创新思

路和办法。汤继强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目前

传统的金融企业成本相对较高，发展一些微

型的金融、草根金融，把这些东西做实，国家

降低门槛，加强监管，把权力下放、下放、再下

放是一个解决之道。譬如温州过去有很多地

下的金融现象，现在试点，逐步阳光起来，设

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既解决了部

分企业的融资问题，也让民间资本有了去处，

这也是“阳光大道”的一些意思。

在新媒体时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可

以在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方面再多做一些探

索。现在的手机银行是手机与某家银行捆在一

起，现在这种模式当然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

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些探索已经过时了。

在落后的非洲，他的电信公司就是一个类金融

机构，手机就是一个支付手段和凭证，包括那

些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都可以通过手机来实

现。另外，很多金融机构在做关于网络银行的

一些探索和创新。

汤继强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一定可以广开思路，一定可以在过去的一

些基础上兼顾目前一些技术的进步，来认真

思考。而且，比如像西藏，他们的手机银行，如

果你开一个网点的话，它的成本会非常高。假

如现在的通讯工具能够与我们的新的融资解

决方案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对牧民的生产、

牧民的定居、牧民的发展，他们的小微企业的

发展一定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当然，这是需

要一个系统性的支持。”

所以，把过去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

解决方案、方法及其政策法规进行系统性的

梳理。要避免选秀式的“星光大道”制度设计，

要让过去地下的很多东西“阳光化”，要设计

一系列多样化的、能够兼顾到中国特色的、尤

其是要兼顾到地区差异性的解决方案，且制

度的设计和实施都应该建立在阳光、透明、公

正基础上。这样的话，未来中国在参与世界经

济的大循环中，在培养自己的世界 500强的
过程中才能够兼顾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对当
前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市

场环境，通过创新合作，打造自主品牌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行探讨。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

首次举办中小企业专题会议。当前经济发展形势

下，中小企业受到空前的关注。

从 2003年 1月 1日国务院颁布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实施开始，距今正好 10
年，对这 10年中小企业发展的历程做一个思考，
汤继强先生总结道，“确实，中小企业从来没有

今天这样受到关注，如此事关全局。但是，中小

企业一路走来非常不易，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

包括融资环境，在大面积改善的基础上，局部地

区在发生恶化。”

汤继强先生通过明确的数据有力地说明了目

前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被关注、被呵护的

系统性支持和响应，显得更完善一些。但还有其他

的许许多多中小企业，比如说县域经济类的中小企

业，特别是农村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他们所受到

的政策覆盖和关注要显得少很多。2012 年科技部
一共扶持了 7800 多个项目，安排了 48 亿专项基
金；而同年中国的 5600多万户中小企业（含个体工
商户），总计的贷款余额是 21.8 亿元。四川省的中
小企业有 56 万户，去年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是
1.0852亿元。也就是说四川省的中小企业只占到中
国中小企业总数的 1%, 但是它平均的中小企业贷
款余额是全国的 5%。也就是说，四川省的中小企业
获得的贷款余额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倍。

其次，目前我国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价值

体系，包括对企业家、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体系以

及我们教育体系，与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包

括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相左的、不和谐的，甚至是

矛盾的。

第三，若将东部的、中部的、西部的中小企

业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全国有 5600多万中
小企业，四川应该在中西部发展算比较好的，也

只有 56万户。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发达地区。这
说明，一是中小企业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不

平衡，二是不同的中小企业它的构成类型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关于

中小企业发展有若干政策、若干规则，包括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设计，就像是一个选秀模式。某些

部门设计的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其实是给中小

企业建设的一条“星光大道”，优胜劣汰、自由竞

争，表现好加分，获胜者夺冠。100家企业选 1家
好的，它上市了。1000家排着的企业，这 10家上
会了，通过了就进入资本市场，又是主板、又是

中小板、又是创业板，又来个新三板，将来还可

以搞国际板，包括还有到海外上市的那个纳斯达

克等等。但是，我们目前的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

解决方案，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也像

一个“星光大道”的设计模式。

这些问题都集中突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国

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存在各种不公平和不平衡的

现象。汤继强先生说，“孙中山曾经讲过一句话，

同样一部 《圣经》，有的国家读出了富强，有的国

家读出了贫穷。中国那么大，960万平方公里，一
个文件不可能完完全全一个样地去执行它。我们

的制度设计应该可以考虑到它的多层次、它的多

样化。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去关注和思考、解决

这类问题。”

今天，全社会都在关心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事实上，真正关心的是我们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

十八大以后，整个环境和话语体系都在发生变化。

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

关心我们的社会进步，就是关心公平公正的问题，

是一个阳光普照的问题。

十多年走过来所涉及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在当下、在今后，应该有一个更理性的思考，应

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关照中小企业，考虑它的地

域差异，特别是东部、西部的差别，甚至考虑到

不同类型的差别。通过多年来对中小企业发展问

题的思考，通过长期工作中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印

证，汤继强先生认为，要大踏步地、稳健地从

“星光大道”转向“阳光大道”模式。

在这个方面有几个关键的变量要考虑。除了

要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要系统性地考虑金

融制度的设计安排问题之外，更要充分发挥地方

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中的作用，要让地

方政府有发挥创新的能动作用，找准定位，选准

支点，当好角色，多个角度，全方位地帮助中小

企业发展。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小企业自身发展

的规律性问题。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不应该

一概而论，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小企业必须无条件

地、无原则地扶持，这里面必须兼顾市场的规律、

市场的规则。从地方政府这个角度出发，是完全

可以通过自己的创新和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小范

围比较妥善地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以成都高新区为例，汤继强先生曾经提出

过———科技型中小企业“梯形融资模式”。所谓梯

形融资模式，就是兼顾一个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

它的金融缺口、它的融资需求，政府主动介入。

既兼顾到了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又兼顾到了目前我国的一些金融制度的设计，同

时兼顾到了地方政府在这里面的一些主观诉求和

客观效果。

成都高新区就是把许许多多类型相同的中小

企业打包起来，政府掏出很少的一部分钱，来为

他们解决担保问题，企业就能融到资了。首先，

在种子期给企业匹配免费的服务或 5万—10万不
等的资金。第二个阶段，成长期，由政府帮企业

做担保，有多家银行联动，中小企业获得了贷款；

在以后的阶段，又可以通过股权的方式融资。还

有一些公司在政府的帮助下爬险滩、过急流，终

于在创业板上市。这样从种子期、成长期、扩张

期再到成熟期，再到上市融资的这样一个过程，

走得非常艰难，有了政府的帮助，总算顺利地成

长起来。而政府花了许许多多的钱去帮助企业做

担保、甚至是做股权融资和上市，也得到了相应

的回报。成都高新区只有 130 平方公里，但是，
2012年财政收入达到 251亿元，超过四川省十分
之一的财政收入；而我们的面积只有四川省的万

分之二点零七，而 GDP达到 870亿，占到成都市
的十分之一。在这样一个园区里，经济的密度、

经济的效益得到了一个最大的体现。

风雨十年：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局部恶化

梯形融资：让中小企业发展阳光普照

因时制宜：
创新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专访四川省人大代表，大竹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何洪波

在深化区域合作中赢得先机
余明思本报记者 龚友国

专访四川省人大代表、中海沥青四川公司总经
理张庆新

肩负责任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本报记者 龚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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