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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友国 彭涵

宏达集团：实业报国 追寻“中国梦”

我们中国

人有实干勤劳

的精神，也有

海纳百川的智

慧，‘中国梦’

怎么会实现不

了呢？我始终

对国家的未来

充满信心！

———刘沧龙

“

规模宏大的宏达新村

“中国的企业家根本没有必要

移民。”刘沧龙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全世界 2/3的国家我都走过看
过，还是祖国好。我自己、包括子女从

来就没考虑过移民。”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
披露，在中国大陆个人资产超过 1亿
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 27%已
移民海外，47%正在考虑移民。

说到底这是个信心问题：2013
年 1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
对中国当前经济，仅有 25%的企业
家表示“非常有信心”；而对中国经济

没有信心的企业家由三年前的 1%
上升到 9.4%。“实体经济企业家们
‘观望’情绪很浓。”刘沧龙坦言，同行

们的投资积极性普遍受到严重影

响，“目前实体经济企业经营难度大，

投入大、效益低。”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考验企业家

洞察力的时刻。“中国正在实现‘中国

梦’，未来是大有希望、大有发展的。”

刘沧龙表示，“做工业很艰辛，但这是

我们的根基！目前全世界都在重新

定义实业的重要性，中国不会例外；

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梦能否实

现的关键所在。”

实业之强
应急谋远强根固本

2010年，一本名为《大而不倒》
的图书一夜之间风靡全球———在这

本详细描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
著作中，作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写道：“2007年经济一片繁荣，泡沫
也同时达到了顶峰；金融服务部门

成了创造财富的机器，而这台机器

最终把小泡沫吹成了大气球。金融

巨头们深信，他们创造的不仅仅是

利润，更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新金融模式。”

当然，事实证明，华尔街那良好

的自我感觉是可笑的。在 2012年美
国政府《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强调，

美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关键是

制造业，政府将采取税收体制改革

等举措，鼓励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

以提振国内经济。“这一轮的金融危

机刺破了以‘金融神话’为标志的虚

拟经济幻象，迫使欧美发达经济体

重启了‘再工业化’之路、重振传统

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刘沧龙说

道，“如果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不发

达，那么经济基础就是空洞的。”

而更有力的案例来自于宏达集

团本身：在 2008年 5月 12日的汶
川大地震中，宏达集团的主要工业

基地、酒店及旅游产业的 12家成员
企业及分支机构受灾严重，直接经

济损失 7.68亿元，综合经济损失超
过 20 亿元；同年，席卷全球的金融
危机袭来，宏达所涉及的所有实体

经济无不受到严重冲击。“这是我们

多年来遇到过的最严峻的挑战。”刘

沧龙表示。

这种“祸不单行”式的重创，几

乎是一家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宏达却在里面看到了机遇———

宏达管理层认为特大地震发生后，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源、技术、

资本等重要经济要素将会重组，重

大商机将会在时代洪流的改道中显

现。“信心决定成败，只要有信心，就

会有更大的商机。”刘沧龙说道，这为

宏达随即展开的自救行动，奠定了

与众多受灾企业不同的基调。

“我们充分利用灾后重建和确

保增长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花

最低的代价、用最短的时间，整合形

成高技术、高价值、大规模、可持续的

产业优势。”刘沧龙表示，“这是宏达

集团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性机遇。”

“给我们一年时间，还世界一个

崭新的宏达！”———在这一口号之下，

宏达集团面对大面积垮塌的建筑和

严重受损的设备设施，制定了详细

的恢复生产方案：立足自身，先易后

难，能加固的就加固，可修复的就修

复，该重建的就重建。

经过近 4个月的时间，宏达集团
分布在什邡、绵竹、安县境内的 12家
受灾成员企业，除什邡穿心店磷化

工基地被地方政府列为地震遗址保

留无法恢复生产外，其余工业企业

于 2008 年 9 月底以前全部恢复生
产，产能基本达到震前水平———企

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210.98 亿元，
利税 15.89亿元；投资 6.5亿元，顺利
完成了合金锌项目、磷酸盐项目的

恢复重建；初步完成在德阳、攀枝花、

甘孜、云南、西藏、坦桑尼亚等地投资

650亿元的重点建设项目规划。
这就是健康的实体经济企业在

危机中的表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宏达集团同时实现了向社会和集团

内部的公开承诺：不停产、不减产、不

裁员、不欠薪、不减薪，把自然灾害对

企业与社会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

度———这也与金融危机中，曾经呼

风唤雨的华尔街巨头们的反应判若

云泥。

“金融机构不断地进行整合而

成为少数的超大型银行，几乎所有

的银行都是互相联结的；因此，整个

金融体系膨胀成一个由这些巨大、

相互依存、叠屋架床的银行所组成

的生态，一旦其中一个倒下，全部都

会垮掉。”美国风险研究学者纳西

姆·塔雷柏如此描述道，为了避免整

个经济体系乃至全社会的崩溃，美

国政府只能让缺乏自救能力的金融

巨头们“大而不倒”———但这让全世

界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相对于“以钱

生钱”的虚拟经济，以宏达集团为代

表的产业链长、就业容量大的实体

经济，体现出了卓越的抗风险能力

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实体经济能够支持第三产业，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刘沧龙表

示，“我们起步时做的就是工业，对

实体经济的意义有很深的认识。”

实业之智
危中有机资源为王

宏达集团的前身———什邡县民

主磷肥厂创建于 1979年，是刘沧龙
以 500 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创办的。
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是改革开放

大潮中民营制造业自贫瘠中破土而

出，在曲折中蜿蜒前行、直至奔流为

大江大河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宏达

之所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中有

这样的表现，并无侥幸的成分：这家

企业所凸显的种种意识，都与之前

的成长密不可分。

首先是危机意识与“逆向思维”

的形成。在 1984年与 1987年，初创
期的宏达分别遇上了两次国家宏观

调控———尤值一提的是后者：当年，

国家为了控制经济过快增长、通货

膨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规定在一

定期限内，凡投资建设未达到 50豫
的项目统统下马；而彼时，刘沧龙

刚刚拿出全部积蓄和客户借款，筹

足资金准备开建 2 万吨硫酸厂项
目。

毫无疑问，企业的生死已经悬

于一线。于是，刘沧龙带领团队以

“拼命”的架势，抢在国家调控的“大

限”之前使工程工期达 65%以上，把
新厂给“抢救”出来，顺利地通过了

验收。“也正是因为宏观调控，工程

的建设成本相对较低。”刘沧龙表

示，“而硫酸厂建成后，宏观调控也

结束了，市场热起来了，硫酸项目投

产即带来了良好效益。”宏达意外的

“因祸得福”：硫酸价格从建厂时的

不到 300元一吨，最高卖到 900元
一吨———就是靠着这个硫酸厂，宏

达快速发展起来。

这让刘沧龙真正看到了“危中

有机”，也让宏达逐渐形成一种善于

“火中取栗”的风格。

然而，一家企业要做到“固若金

汤”，除了短兵相接的智慧，还需要

更加长远的考虑。“上世纪 80年代
我们是纯加工业，到了 90年代要怎
样在同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呢？”刘

沧龙向记者阐释了他的思考，“研究

以后，我们决定一定要走抓资源这

条路。”于是，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开
始，宏达开始向产业链上游延

伸———投资矿山。

2003年宏达集团注入 5.8亿现
金，成功控股兰坪铅锌矿开发。兰坪

铅锌矿储量当时居亚洲第一、世界

第四，而这一“金山”也令宏达在两

年多的时间里，就使电解锌年生产

能力由 2.7万吨提高到 22 万吨，列
为全国同行业第三位。有了整合兰

坪铅锌资源的成功经验，宏达集团

迅速在全国、全球实施资源整合战

略：2004年参与四川甘洛铅锌资源
整合；2005年完成云南怒江跑马坪
铅锌资源整合；2006年进入内蒙古、
西藏和贵州进行多金属和非金属资

源整合，其中对西藏的铅、锌、铜、钼

资源整合已初步完成，当前则正拟

投资 470 亿开发攀枝花钒钛矿，打
造中国钒钛之都。

尤值一提的是，2011 年 12 月，
宏达集团在坦桑尼亚投资 30亿美元
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从全球 48家
大企业集团———包括美国 AES、澳大
利亚力拓、必和必拓、印度塔塔在内

的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迄今为止中

国在坦桑尼亚的最大投资项目。而这

一项目随着今年 3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坦桑尼亚的访问，令观察者

嗅到了强烈的“长线利好”气息。

“目前我们的铅锌、钒钛、铜钼资

源储量为全球第一。”刘沧龙表示，

“随着产业链延长、上游资源逐渐整

合到位，我们再从下游考虑，在加工

上提高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就

变得顺理成章。长远来看企业的发展

很稳定的。”事实上，也正是拥有足够

的“筹码”，才让宏达集团能够从

2008年的灭顶之灾中迅速恢复。“资
源在手，而且是不可再生资源，未来

赚钱是肯定的。再大的危机我只要能

保证企业稳定，就一定能继续发展下

去。”刘沧龙说道。

实业之思
加强“造血”理顺“政企”

2012年 12月，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副行长穆矢在第七届 21世纪亚洲
金融年会做主题演讲时表示，目前银

行界对实体经济的“偏见”亦是事出

有因。“为什么同样的资金在德国、日

本这样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会选

择实体经济呢？主要的原因是实体经

济有强劲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技术含

量高、市场前景广，创新能力比较强，

良好的收益表现和持续的市场发展

自然会吸引到独立资金的进入。”穆

矢说道，“但近年来国内实体经济领

域投资的增长非常缓慢，大量的资金

跑到一些虚拟的领域里。”

这也是刘沧龙观察到的现象。

“实体经济里面的资金一再转向房地

产、金融投资、担保贷款等虚拟经济

领域，‘空心化’现象已经很明显了。”

刘沧龙表示，他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解

决实体经济目前“大局上”的问

题———这里面既有宏达几十年做实

业的感触，也有对国家未来的忧虑。

最让刘沧龙不安的，还是银行业

利润的高企。“2012年，我们 3万多
员工做实体经济，实际上创造的利润

才 2亿多。反观金融业，比如信托，
300多人就能创造十几亿的利润。”
刘沧龙表示，“这样谁还好好干实

业？”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据银监

会数据披露，2012 年中国商业银行
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24 万亿元，
使得 2012年成为银行业史上最赚钱
的一年。以一年 365天计算，银行日
赚 34 亿元；而以中国人口总数为
13.47亿计算，每人对银行业利润的
贡献高达 920.6元。
参加今年全国两会时，刘沧龙以

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自己的

提案———《关于扩大进项税抵扣范

围、切实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提案》。

“我认为现在实体经济要发展，国家

要有支持的态度、要有具体的扶持

政策来发展实体经济。”刘沧龙说

道。无论怎样，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实

体企业家的信心。

“首先是税收。”刘沧龙说，“现

行的增值税，实行的是简单的销项

税减可抵扣进项税的征收管理办

法，而对工业企业劳动部分却没有

任何抵扣。”他建议将实体经济工业

企业的“人工工资、五险一金”等，按

17%比例作为进项税予以抵扣。“这
样既能真正体现增值才缴纳增值税

的原则，也能帮助企业对冲人力成

本高企的现状，并且不会损害产业

工人的利益。”

“第二是融资方面。商业银行作

为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产业链条

的中间环节攫取利润过多了！”刘沧

龙很直白地点出了实体企业在银行

面前的弱势，“要支持实体经济企

业，就应该引导银行信贷实行差别

化利率。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建议
将实体经济工业企业的融资利率，

按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基准利率下

浮 10%。”
刘沧龙认为，税收政策、信贷政

策解决了以后，企业自身的造血功

能将会得到极大提升。“这在技术研

发、产品的转型、产品的升级换代中

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造

血功能不强，就不会有经费和精力

去搞转型，这都是相依相存的。”刘沧

龙说道。

“但最重要的，还是政企关系要

理顺。”刘沧龙强调，这也是其提案中

所占篇幅最大的一个方面，“营造良

好的政务与投资环境，才能从根本

上提振工业企业的发展信心。”

“行政权力应该以法律为基本准

绳，去维护宏观经济秩序和社会稳

定。而各项资源的配置，应该以市场

机制，依法合规、公正公平、公开透明

地进行。”刘沧龙表示，“这就要求政

府要以备案制逐渐代替审批制，然

后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两

者各司其职。我相信，政府职能的转

变将大大改善企业投资的软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刘沧龙提案的核

心逻辑，与银行家们对如何振兴实

体经济的看法有着“合流”之处。“单

纯强调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达

不到治标，也达不到治本的目的。”穆

矢说道，“银行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

不是说谁支持谁的问题，我们应该

是通过改革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

制度约束，创造法制条件下自由竞

争的市场环境，努力去建立公开、合

理、透明的市场运行规则来解决问

题。”

3月 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后，新任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会见中外媒体记者时表

示：“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

职能。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

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

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

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

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

的事。”

这正是企业界全体的愿景所在，

自然也极大地振奋了实体经济企业

家们的信心。“如果国家能够实实在在

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我认为中国

的经济在十几年、二十年，甚至是更长

时间内都能实现平稳快速的增长。”刘

沧龙表示，“我们中国人有实干勤劳

的精神，也有海纳百川的智慧，‘中国

梦’怎么会实现不了呢？我始终对国

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宏达集团为玉树灾区捐款

2011年 9月 21日刘沧龙主席、刘军总裁与坦桑尼亚国家

开发公司董事会主席穆自达卡亚博士、总经理那撒瑞签约

刘沧龙，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

席———这家企业目前是集

多金属矿山开发、多金属

冶炼、化工、金融、地产、贸

易等产业于一体的民营

企业集团，现有总资产近

500 亿元、年销售收入 300

多亿元。2012 年，宏达集

团实现销售收入 366.43

亿元，利润 10.53亿。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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