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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
企业家使命与责任引热议

一个售价上万元的名牌包，代工

企业利润只有约 20 元，成本控制不

好或许只能剩五六元钱，利润薄得像

纸……这是目前珠三角代工企业的

真实写照。

五年前，随着全球玩具巨头东莞

合俊玩具厂的轰然倒下，珠三角代工

厂命运陡变。近日，港资企业金顺台

玩具（深圳）有限公司再度被曝关门

的消息，由此引发了大规模劳资纠

纷。

事实上，近几年珠三角代工类企

业的日子并不好过，企业有的搬迁至

东南亚或内地，而留下来的也多数勉

强维持，代工模式如何转型升级成为

企业的必答题。

没有征兆的倒闭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港资金顺台

玩具厂突然倒闭。

“金顺台倒闭了，却不肯给工人

赔偿金。5月 6号，在当地政府部门的

压力下，厂方答应给予工人赔偿，但

直到今天厂方仍不肯赔付。”金顺台

老员工谢明强（化名）气愤地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目前我们又得到

消息，让我们去劳动部门仲裁，但金

顺台资产已转移或变卖，账已做空，

即使仲裁胜诉我们又能得到什么？”

据了解，此次倒闭的金顺台玩具

厂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属香港金顺台

有限公司在 1992年开办的“三来一

补”企业，主要生产玩具和圣诞用品，

闻名世界的迪士尼是其主要客户之

一。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谢明强提

供的金顺台玩具厂《企业解散终止劳

动关系的公告》中看到，“由于我厂经

营管理不善，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为

此决定解散并办理注销手续。”

然而，在公告中并未说明补偿情

况，也未出具补偿金方案。

据谢明强介绍，金顺台玩具厂工

人 200多人，大部分工龄在 10年左

右，有的长达 20年。工厂需要支付工

人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500万以上。而

工厂在宣布解散前已将重要机器设

备搬迁变卖，现固定资产不到 80万

元。

时光往前追溯，五年前，随着全

球玩具巨头东莞合俊玩具厂的轰然

倒下，此后有关珠三角玩具厂倒闭的

消息便不时传来。

在合俊厂倒闭前，另一家“全球

最大”——— 每年向欧美市场出口约

600万棵圣诞树的全球最大圣诞树生

产商深圳宝吉工艺品也关门。

2012年，有着 17 年历史、位于广

东虎门镇的玩具巨头冠越玩具厂宣

布关门，其曾经的幕后老板为李嘉

诚。

代工厂生存危机

作为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

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

1978年“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

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第一次

出现在深圳宝安，也是第一次走进中

国人的视野，从此在这里生根发芽。

由于人工成本低廉、用地成本

低、税收低，一时之间，中国珠三角、

长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本、韩国及

中国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

业链（主要为代加工）转移的最佳地

点，同时也是无数中小代工企业创业

和掘金的热土。

1988年，台资企业富士康在深圳

成立，并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

路向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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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敏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新的时

期，企业如何把握机遇，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

挑战，实现科学发展，是我国广大企业和企业家面临的一项重

要任务。今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以“经济转

型时期中国企业家的使命与责任”为主题，就是为了促进广大

企业家坚定信心，弘扬企业家精神，开拓进取，进一步转变发

展方式，推动企业加快科学发展。

一、充分认识经济转型期企业发展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平稳开局，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7.7%，但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仍面

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

流动性大幅增加，主权债务危机反复冲击市场信心，国际金融

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从国内看，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

强，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

全等问题突出。强化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经济

已进入实现转型升级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既要看到企业改革发展具备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要清

醒地认识到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

换，促使企业转型升级。2012年我国 GDP增长 7.8%，2013年

GDP增长预期目标是 7.5%左右。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 7%—8%

的中速增长阶段。经济态势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支撑我国经济

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发生改变，企业速度效益型发展模式难

以为继。进入中低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要求我国企

业加快转型，尽快使企业发展从以规模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以

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主的发展新阶段，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

第二，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求企业加快结

构调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

和条件发生很大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

经济低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

和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外部资源市场

变化等因素，使得我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面临的机遇，

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

遇，而是要求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加快结构调整。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驱动企

业创新发展。以信息和新能源技术创新为引领的新一轮的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诱发一系列技术创新浪潮的同时，将导

致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当前，一系列新技术变革

的影响力已毋庸置疑，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也正处在变革的前

夜。国际上，一些跨国公司在生存压力下已纷纷推出一些新的

技术，这些技术指向，既有节能环保的因素，也有想替代我们

占据优势的大批量低成本生产方式。这个现象对企业造成多

大冲击，会带来什么机遇，需观察。同时，如果我国企业能够抓

住这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也将极大地促进企业发展。

第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倒逼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十二五”时期，为促

进绿色发展，我国将深化财税、金融、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淘汰落后产能，环境治理成本企业“内部

化”等，对企业发展形成了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这既是

企业发展的压力，也是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

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前不久，中国企联经过调研向国务院

报送了《关于深化环

境治理的若干意见与

建议》，提出六条深化

环境治理，促进经济

转型、结构调整的建

议。张高丽副总理做

了重要批示。最近，我

们又向国务院报送了

《关于加快发展环保

产业的若干意见和建

议》。（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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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机遇 应对挑战
赢得经济转型期企业新发展

5月 18日，2013年全国企业家活
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在江西鹰潭

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经济转型

时期中国企业家的使命与责任”。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江西

省副省长胡幼桃，中共鹰潭市委书记

陈兴超，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

邬贺铨，江西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

协会会长张海如，中共鹰潭市委副书

记、市长钟志生，中共鹰潭市委副书

记熊茂平，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驻会副会长尹援平、李明

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公司董事

长赖小民，青岛港（集团）公司原董事

局主席、总裁常德传，江西果喜实业

集团董事长张果喜，亨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崔根良，江铃汽车集团

公司董事长王锡高，皖北煤电集团公

司董事长葛家德，天津天士力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吴迺峰等中国企业联合

会企业界副会长出席了会议。

李德成以《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赢得经济转型期企业新发展》为主

题，发表了主旨讲话。江西省副省长

胡幼桃、中共鹰潭市委书记陈兴超分

别代表江西省委省政府、鹰潭市委市

政府致辞。

李德成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过

程中，企业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中

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

增长阶段的转换，促使企业转型升

级；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多，要求企业加快结构调整；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倒逼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企

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要以改革为动

力，推动转型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加

快结构调整；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增

强核心竞争力；以强化管理为基础，

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以诚实守信为根

本，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以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走绿色发展道路。

赖小民，崔根良，王锡高，葛家德，

新兴际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马利杰，

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张华荣围绕大会主题发表演

讲。邬贺铨就“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技

术创新趋势”主题做专题报告。

大会举办了“从转型升级看现代

物流产业发展”和“资源优势与大健

康产业发展”专题论坛。中国人民大

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宋华，李明星

分别主持论坛。熊茂平，常德传，上海

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裁张胜飞，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少方，广州承兴营销管理

有限公司物流总监孙彦波，北京二商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袁浩宗，

江西大三江商业储运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李俊刚作为论坛发言人参加了

“从转型升级看现代物流产业发展”

专题论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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