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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十大新闻”系列推选和发布活动，是中国企业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范围最广的权威性推选活动之一。
“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记录每周中国企业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积累“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年度候选新闻。关注中国企业
发展敬请关注“中国企业新闻榜”官方微博（www.weibo.com/shidaxinwen），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见证中国企业的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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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3年第一季度例会日
前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总体保持了

稳定增长态势，物价形势基本稳定，但未来走势仍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全球经济有所好转，但形势依然错综复杂。

热议：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王宇雯：国际资本流入带来的流动

性压力、资源品价格改革以及本轮“猪周期”的涨幅，都成为未

来影响物价走势的不确定因素，构成物价上涨的风险。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今年物

价有一定上涨压力，需从政策上把握好控制通胀和经济增长

之间的平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徐洪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改

善供给管理。要提高主要商品的供给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

减少物流成本，减少各个环节的成本。通过改善这些商品的供

给质量来降低物价水平。

央行：物价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2013.04.02—04.08）

在年初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提到为人脑

绘图的计划。“现在是太空竞赛以来，美国的研发水平达到新

高度的时候了”，一语道破美国出台“脑计划”的深层动机是抢

占脑科学研究战略制高点。

无独有偶。欧盟委员会也在年初宣布，石墨烯和人脑工程

两大科技入选“未来新兴旗舰技术项目”，并为此设立专项研发

计划，每项计划将在未来 10年内分别获得 10亿欧元的经费。

大国在脑科学领域的角逐可谓激烈。对人类而言，大脑对

人工智能研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还有助于破译人机界面

智能化的世纪难题，开发全新的信息处理系统。

脑科学被发达国家视为科研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并得

以蓬勃发展，成为近 20 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美国国会

曾将 20世纪的最后 10年命名为“脑的 10年”，日本制定了

“脑科学时代”计划，德国、英国、瑞士等也不甘落后，推出了本

国的神经科学研究计划。

目前，全球脑科研呈现出多个鲜明趋势：研究已深入到细胞

和分子水平，一些重大问题已在分子水平上找到答案；认知科

学、信息科学等广泛的学科交叉；开始注重综合、整体的研究；主

要研究方向则包括：阐明神经元特殊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特征；

揭示神经元之间各种不同的连接方式；鉴别神经元间的差异；了

解神经元如何产生、传导信号及这些信号如何改变靶细胞的活

动；阐明神经系统疾患的病因、机制；探索新的治疗手段等。

不过，在研究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人类对人脑功能的认

知依然存在不少空白。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欧美国家纷纷一掷

千金，相继出台新的脑科研计划。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疾足者先得。面对脑科学这

一人类科学的高峰，谁能率先登顶，不但可以收获可观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更有望在科学创新上独领风骚。对此，发达国家

显然已经迫不及待。 （文章来源：新华网）

美国启动“脑计划”
意在抢占脑科学战略制高点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广汽过度依赖日系车减收 20亿元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P2P网贷平台众贷网上线一月倒闭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八宝煤矿 4天两起矿难致 53人亡

事件：新华网 4月 7日消息，位于吉林省的通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八宝
煤矿连续发生两起瓦斯事故，共造成 53人死亡。其中，二次险情发生因通化
矿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升宇未经请示，违反有关规定和要求，擅自组织人

员下井抢险。

点评：4天内连发两起重大矿难，再次表明了“人祸”对于安全生产的严重

危害性。无论是“保矿”想法迫切，还是因装备好技术人员多而麻痹大意；都暴

露了决策者为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成就，不惜违背科学和自然规律的严峻现

实。解决危机凭借的不是科学和制度，而是由决策者的想当然，这种现象在企

业中的普遍存在比事故本身更可怕。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事件：中国网 4月 4日消息，据证监会 4月 3日晚间披露信息，自去年底，
证监会开始号称史上最严厉的 A股 IPO 财务核查专项行动，截至 4月 3日，已
有 166家拟 IPO企业终止审查，另有 109家拟 IPO企业中止审核。

点评：在自查阶段，就有超过 100家拟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主动撤单，这

既表明了证监会“核查风暴”的强大效力，同时也表明此前拟上市企业“体质虚

弱”的本质。“圈钱”暴富一直是国内众多企业热衷上市的目的。此次，虽有一些

IPO在审企业因利润大幅下滑、财务数据造假、甚至涉嫌欺诈自动清除出列，但

仍不排除还有“鱼目混珠”者希望侥幸上市。除了有关方面加强监管外，让市场

回归理性，打破股市一夜暴富的神话，才是治本之道。

事件：《北京青年报》4月 3日消息，一家名为“众贷网”的 P2P网络贷款平
台宣布倒闭，此时距离该网站上线刚刚一个月。据悉，3月初上线的众贷网定
位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在担保方面，并无第三方担保机构，而是自己担

保。

点评：由于之前已有数家同类网站倒闭或跑路，P2P网贷平台的风险再次

引起关注。国内网贷整体规模已经超过百亿元，但是这类贷款缺乏有效监管，

存在极大隐患。为防范融资人违约的潜在风险，一方面，P2P网贷平台应该加

强信息披露，完善第三方担保规则，使其风险可控。另一方面，工商管理机构要

加强这类企业的监管，尽量争取在法律框架和行政管理中寻找解决办法。

事件：《21 世纪经济报道》4 月 3 日消息，2012 年广汽营业收入只有
129.64亿元，仅为两年前的 21.7%，净利润下滑约 73.46%，为两年前的 20.4%，
投资收益为 26.3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0.01亿元。据报告显示，投资收益减

少主要因为广本和广丰两个合资公司销量锐减。

点评：广汽利润的大幅缩水，为“借鸡生蛋”的懒汉式发展敲响了警钟。凭

借广本、广丰的滚动式发展模式，广汽一度被业界称为国内最有钱的车企，但

这种状况在短短两年内被彻底扭转。合资企业可能随时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

素，因此，一是要加大自主品牌投入，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收益；二是要拓展产

业链条，在上下游产业链上寻找“金矿”。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平安因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遭查

事件：《东方早报》4月 4日消息，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万福生科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证监会将尽快

依法处理。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等中介机构涉嫌未能勤勉尽责，证监会已经开始

调查。

点评：对于一些企业违规上市，一些保荐机构不仅是“帮凶”，甚至是“主

使”。除了应对复杂的造假手段上经验和能力存在缺陷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

公司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保荐责任的严肃性，甚至以此作为谋利的手段。对于监

管部门来说，规范 IPO市场要明确保荐责任，促使保荐机构建立对保荐代表人

的问责制度，避免保荐项目执行过程失控。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淘宝卖地 3万人围观节约佣金百万

事件：华东在线 4月 4 日消息，淘宝网日前发布经过之前 24小时的网络
拍卖、5轮竞价，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地面建筑物和附
属设施以 1.59亿元的价格被海宁一投资公司拍得，高出起拍价 400万元。据
悉，此次通过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最起码可节省佣金 100万元。

点评：本次网拍成交是中国首例网络司法拍卖。除信息发布面非常广，能够

让参与者更广泛外，网上交易减少了领取资料、报名报价等往返现场次数，因

而减少了线下交易产生的大笔佣金成本。同时报价期间内对服务器进行全封

闭运行、数字证书认证技术和订单号管理制度，可有效防止暗箱操作和人为干

预，更加客观、公正。此次网拍也为一级土地网上交易提供了范例。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电解铝西进 85%新建项目未经核准

事件：《经济参考报》4月 2日消息，电解铝产能在向西部转移过程中，已
建成的项目 85%以上均未能得到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点评：“先上车后买票”一直是中国大型项目建设中的问题。电解铝产能西

进 85%，新建成项目未经核准，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之所以出现这

些问题，一是一些强势企业有恃无恐；二是过去“补票”成功的案例形成了很

恶的示范效应；三是审批程序过于繁冗、周期过长导致有关审批机构因“同情

企业”而先行默许。因此，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在改革和严肃审批程序上动真格

的，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从行政审批调控转向通过从环保、信贷等方面设立更

高的门槛，通过市场来遏制产能扩张。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五大国产运动品牌去年关店 5000家

事件：《新京报》4月 3日消息，从去年一开年至今，国内运动品牌企业全
线进入“关店潮”。根据 2012年年报统计，李宁、安踏、匹克、中国动向、特步这
五大国产运动品牌，关店总数接近 5000家。

点评：五大运动品牌同时陷入“关店潮”，表明中国运动品牌已经出现行

业性危机。扩张速度过快，管理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是我国体育品牌陷

入“关店潮”的重要原因。与国内体育品牌集体下滑之势相比，国际巨头阿迪

达斯、耐克业绩向好，其中耐克体育用品第三财季利润增 55%。国际品牌之所

以现在形势较好是因为 2008年奥运结束后即意识到库存危机，并着手解决，

而国内品牌的盲目扩张却导致了大量库存积压。

最严 IPO财务核查逼退 166家企业

热议

媒评

4 月 3日，是合肥经开区建区 20 周年喜庆之日，经过 20

年发展，工业经济从“零”起步，到总量占到全市近 1/3；产业水

平不断提升，从初期引进简单加工制造项目，到跨国公司纷至

沓来，各大支柱产业齐头并进，完整的产业链和现代制造业基

地基本形成；在全国首个实施由国务院批准的行政管理改革

试点，构建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小政

府、大社会、大服务”的行政管理体制。合肥经开区现已成为合

肥市改革创新的“先发区”。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1993 年 4 月 3 日，1997 年

成为全国开发区首批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单位，

200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区 20 年

来，城市发展面貌一新，从合肥南郊荒岗野地，到绿树如茵、繁

花似锦、厂房星罗棋布、高楼鳞次栉比，由当初的 3万农民 9.8

平方公里，发展成为拥有 60万人口，建成区面积达 62 平方公

里的美丽新城。在商务部组织的全国开发区的综合评价中，经

开区的体制机制连续 9年获得满分，位居全国第一。

多年来，合肥经开区坚持“三为主、二致力、一促进”的办

区宗旨，始终把项目作为生命线，把带领农民致富作为立区之

本，把改革创新作为开发区永恒的主题，不断优化投资环境，

强力推进“工业立区”战略，经济社会实现健康快速发展。2010

年，合肥经开区成为安徽省首个千亿开发区；2012 年，全区工

业产值超 2000 亿，财政收入破百亿，综合发展水平在全国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位居第 13名，在全国省会城市开发区

中排名第 4，再次蝉联中西部开发区第一。

合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姚卫东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发展过程中，合肥经开区注重发挥龙头产业项

目的带动效应，做大做强主导产业集群，形成了以海尔、美的、

长虹、美菱、晶弘为代表的家电电子产业；以日立建机、合力叉

车、熔安动力、合肥锻压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产业；以江淮汽

车、佳通轮胎、纳威司达等为代表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以联

合利华、日本花王、洽洽食品等为代表的快速消费品产业等四

大支柱产业集群。支柱产业占全区工业产值比重的 90%以上。

目前，合肥经开区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冰箱、液压挖掘机、液压

机床、叉车、轮胎生产基地以及国内家电产品种类和品牌集中

度最高的开发区和全国最大家电制造基地的核心区。

合肥经开区 20年
成就合肥“先发区”
本报记者 张骅郝玲

任海军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天津电网受理首个个人“卖电”业务

事件：北方网 4月 5 日消息，天津滨海供电分公司受理首个个人“卖电”
业务。上网“卖电”价格统一标准为每千瓦时 0.4118 元，略高于发电厂电
价。据了解，这户居民在自家空间内安装了自发电设备，并通过了电力部门

的核准。

点评：允许个人发电、卖电，表明国有电网企业在支持绿色电能和民间资

本进入发电领域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但这一事件到底会成为一个标志性

的事件，还是最终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还取决于有没有“量”的支撑。只

有解决了绿色电能本身的经济性、并网的技术性和安全性问题，垃圾电能才能

真正成为“绿色电能”。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北京青年报》4月 3日消息，三安光电自 2010年以来从芜湖等地
政府手中获得总计高达 26.5亿元的 LED路灯订单，将普通的市电路灯以超出
市价 3倍的价格转卖给政府，其中最高价 1.24万元 /盏。三安光电获得各类名
义的政府补贴总计高达 29亿元，近四成的净资产是来自政府“馈赠”。

点评：政府补贴再一次成为个别企业嘴中的“唐僧肉”，而政府部门成为了

直接的利益输送者。政府部门以高出市场价 3倍的价格采购“天价路灯”，涉嫌

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借产业扶持之名，利用国家政策的漏洞，政府和企业

合谋骗取补贴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金额巨大的政府补贴中反映的不仅

是企业发展模式面临危机，也反映了政府对企业扶植方式的问题。

三安光电万元路灯高出市场价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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