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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

销售量在增长，利润却下降，不

少工业企业很“纠结”。

“今年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20%
以上，但利润同比下降了近 10%。”长
沙一家生产水泥的企业负责人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以有色金属行业为例，第一季

度，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共实现营

业 收 入 2048.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3%，实现净利润 30.7 亿元，同比下
降 51.4%。

联讯证券分析师认为，1 至 4 月
的工业企业收入增速保持平稳，而利

润增速则出现小幅回落。虽然收入和

利润增速均保持平稳，但工业品收入

和利润增速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背

离。在今年 3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由 17%的单月增速跌至 6%左右，而
收入却仍保持在相对较高的增速上，

说明目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可能受

到较大程度的减损。

安永的一份调研报告也指出，有

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所在企业的利

润率比过去两年有所下降。

成本的“吞噬”

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正在考验着

企业。上述水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去年公司劳动力成本上涨达到 35%。原
材料也在涨价，但水泥价格却在下降。

据了解，水泥的主要原材料为石

灰石，“石灰石的价格每吨上涨了 5
到 8 元左右。我们有时还需要去常
德、益阳等地去采购石灰石，这也增

加了成本。”该负责人说。

成本的增加并没有传导至销售

价格增长上，该公司的水泥售价比去

年每吨要低 50元左右。
这样的情况在钢铁业身上也出

现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王晓

齐表示，今年前四月钢铁业的利润分

别为 13亿元、10亿元、2.6亿元和 1.5
亿元，呈直线下滑的状态。

王晓齐分析称，今年前 4月我国
粗钢产量达到 2.58 亿吨，同比增长
8.4%。“应该说今年的钢铁需求还可
以，但都被快速释放的产能吃掉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至 4 月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24元，较去年同期 85.08元上升了
0.16元，较 1至 3月份的 85.01元上
升了 0.23元。

安永报告指出，不断上升的成本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除了劳

动力成本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

上涨之外，近年来中国的原材料成本

也呈上升趋势，这在能源和食品行业

尤为突出。

而行业内的标杆企业又在做什

么呢？中国农用水泵行业龙头企业新

界泵业董事长许敏田告诉记者，新界

泵业的 3大成本费用在上市公司中
算是比较低的。

对于秘籍，许敏田说，不要追求

盲目的、单纯规模的增长，而是要想

办法提高企业的效率。

业内不正常竞争环境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策划部部长林裕钧告诉记者，行

业内领先的企业经常要面对行业内

小企业发动的“价格战”。

“比如一个产品我们定价为 30
元，别的企业定价肯定在 30元以下。
当我们成本下来之后，也降价的时

候，那些企业就受不了了，请求我们

不要降价太狠，给他们一点活路。”林

裕钧说。

在林裕钧看来，企业必须具有技

术优势才能不会被“价格战”打垮。

新界泵业也是如出一辙，许敏田

说，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产品几乎没

有降价的，虽然因此会损失一些市场

份额，但保证了质量。

但对于更多的企业而言，“价格

战”是逃避不过去的。上述水泥企业

负责人说：“我们也不想降价，但同行

都在降价销售，这 50元就是这么一
点一点降下来的。”

福建一家拉链制造企业负责人

告诉记者，一个多年的客户要求公司

降价，因为还有一个拉链企业的产品

报价要更低，大约低了 10%，要知道，
去年公司的利润已经下降一半了，没

法再降价了。

有专家认为，中国制造企业竞争

的拿手好戏是价格战，而价格战的基

础是廉价劳动力以及环境和资源代

价，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

价格战正在失去空间。价格战的后果

则是忽视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要靠技术突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凡是行业内

的领先企业，均是技术领先的企业。

而欧维姆凭借技术优势，成为国

内预应力行业唯一一家进入核电领

域的企业。在浙江海盐县城的新桥南

路上，有一家国际大厦，欧维姆副总

工程师朱万旭经过这里时，说说笑笑

的他一下变得严肃起来，朱万旭说，

这家宾馆是欧维姆的伤心地，因为以

前参加秦山核电安全壳预应力锚具

投标失败时，公司人员就住在那里。

秦山一期核电锚具投标失败后，

林裕钧告诉记者，欧维姆研究技术，

蛰伏了 20年，最终成长为预应力行
业的领头羊、出口锚具到多个国家和

地区、拥有国内预应力行业唯一一家

国家级技术中心。2008年 5月 31日，
柳工欧维姆核电锚具正式开始生产！

“最重要的是，我们打破了国外

企业的垄断。”林裕钧说。

从 2008年 3月 26日欧维姆公司
签订第一单核电产品合同至今，欧维

姆开发的核电预应力系统已在方家

山核电、福清核电、昌江核电、宁德核

电、田湾核电以及巴基斯坦的恰希玛

核电项目上使用。

刚刚获得“中国最具创新力企

业”的新界泵业董事长许敏田告诉记

者：“我们考核员工和领导层的标准

并不是销售量和销售额，而是质量是

否提高、技术有无创新。”

据记者了解，该公司每年投入研

发的资金在 3000万元以上。“还要有
人性化的措施，我们把技术研发中心

搬到了杭州，那是大城市，可以使研

发人员有舒适的生活。”许敏田说。

早期的新界泵业重视技术甚至

忽略了利润。许敏田的父亲许善福是

公司的创始人，许善福亲自带领员工

钻研技术，设备不行就凑钱买设备，3
年下来一看公司账目，企业赚的钱大

部分都又投了进去。

凭借技术的优势，新界泵业去年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高达 48%，销售额
同比增长高达 23.4%。

安永合伙人张小平表示，“从调

查中我们发现，高绩效企业已经采取

广泛的变革举措提高生产率，同时他

们非常重视变革的战略一致性和在

关键领域的落地———运营流程标准

化，严格的内部控制，有效的劳动力

规划和坚实的科技基础架构，都以支

持持续的盈利性增长为出发点。”

本报记者 张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5月 15 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商务部将取消对

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对外合作合同的审批工作。专家指出，

这对中国油气煤企业来说颇有利好，未来企业在与外企签订

合作合同时就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

相关公司受益放权

中海油相关企业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审

批取消后，效率会更高一些，也降低了企业成本。”

据了解，中海油在“十二五”期间的油气当量产量复合增

速目标为 6%—10%,2015 年油气产量目标为 440—530 百万
桶油当量 , 而 2012 年中海油油气产量为 342.4 百万桶油当
量。

另外, 在中国页岩气的开发中, 多采取对外合作开发的
模式。业内专家认为，对外合作合同审批的取消,有助于加快
中国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进展 , 相关公司也将受益。 康菲
石油、BP、壳牌、雪佛龙等国际巨头已经在中国国内寻找合作
伙伴共同开发页岩气资源，都希望在中国页岩气开发中分得

一杯羹。

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也表

示，“目前中国页岩气最大的优势在于雄厚的储量。”劣势在

于，开发难度大，已有的地质资料非常粗浅，技术和环保方面

也存在很多挑战，企业投入成本高。

石油天然气勘查开采须国务院批准的有资质的企业才

可进行，不同的是，页岩气勘查开采则实行“开放市场”的原

则，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依法进入页岩气勘查开采领域。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独立企业法人，具有相应资金能力、

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都可以申请页岩气探矿权；

申请人不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的，可以与具

有相应地质勘查资质的勘查单位合作开展页岩气勘查、开

采。这使得各类投资主体均可进入页岩气勘查开采领域。

国土资源部与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共同编制发布《页

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2011年 6月国土资源部完
成首次页岩气探矿权区块招标出让试点，2012年国土资源部
又启动第二次页岩气探矿权公开招标。按规划要求，除了依

托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科技重大专项，加大页岩气科技

攻关，尽快实现页岩气产业化发展，通过自主勘探开发和对

外合作，努力完成规划目标的途径。

专家称谨防投资虚火

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助理主任郭海涛表示，商务部此

次简政放权，扩大了能源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使企业的决

策更灵活，企业更了解国际市场和合作者的情况，原来的政

府审批可能会令企业错失很多对外合作的机会。

第二轮页岩气招标吸引了三大国有油企以及民营企业、

地方国企和非油气央企等近百家单位参与角逐。美国页岩气

“巨鳄”Carrizo公司也跃跃欲试，想通过技术合作从中国页岩
气市场分得一杯羹。

在招标中，神华地勘成功中标湖南保靖页岩气区块，该

区块面积达到了 1189.72平方公里，计划勘查总投入为 8.7
亿元左右。没有直接参与招标的四川民营企业宏华集团以与

神华地质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的方式，曲线进入页岩气开

发领域。根据合作协议，神华地勘将提供管理和工程费用，宏

华集团提供操作人员和设备，承担工程作业施工，并且负责

为神华地勘提供员工相关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宏华提出

力争 2013年销售额超过 100亿元。
在诸多企业争相押宝页岩气开发的局面下，一些企业跨

界进军页岩气有着更多的炒作成分，以华银电力为例，201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高达 4.9亿元，面临被 ST的厄运。但
借助竞标页岩气在资本市场上着实火了一把，连续 6 天上
涨，累计涨幅高达 46%。业内人士质疑 27亿的巨额资金从何
而来？进军页岩气更像是“画饼充饥”。

审批程序取消之后，企业在做相关项目和合作将就更加

便利。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主任张大伟强调，

警惕页岩气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虚火”，避免一哄而上，非理

性开发。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要通过

加强监管来解决。”页岩气勘查实行承诺制。探矿权申请人在

申请页岩气探矿权时，应向国土资源部承诺勘查责任和义

务，包括资金投入、实物工作量、勘查进度、综合勘查、区块退

出、违约和失信责任追究等。具体在监管上，实行部省两级监

督，强化监管，确保企业的勘查承诺履行到位。

对外合作力度或进一步加大

除商务部审批外，对外合作开采油气的区域、合作模式、

作业方式等各个环节都要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和限制。能够

与外国企业谈判、签订、执行合作开采油气资源合同的仍然

只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极少数国企，民营企业仍被关

在门外。 此外，尽管油气对外合作合同的审批取消了，但油

气对外合作的专营权仍未改变，油气领域对外开放的尺度可

能并没有实质性地放宽。

有能源专家表示，取消合同审批减少了对外合作的程

序，但相关的监管并没有完全放开，尤其是在常规油气开发

领域，对外合作的空间将很难有扩大的可能。在页岩气等非

常规油气领域，对外开放的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本报记者 蒋皓

油气煤对外合作
谨防投资虚火

工业企业陷盈利“怪圈”
销量增长利润滑坡

5月 28日，据安徽省统计局最新
统计显示，4 月份该省工业企业效益
出现较大幅度回升。当月，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104.1 亿元，
增长 32%，增幅比 3月份提高 26 个
百分点，比全国高 22.7个百分点。分
析 4 月份全省工业企业利润较大幅
度增长的原因，主要得益于：

一是部分大型企业实现了扭亏。

4月份，全省大型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22.6 亿元，增长 39%，增幅比全部规
模以上企业、中小型企业分别高 7个
和 8.8个百分点，扭转了前 3个月利
润大幅下降的局面。其中，马钢公司

在连续亏损 15 个月后实现了扭亏，
由去年同期亏损 3.36 亿元变为实现
利润 7500万元；联合利华（中国）、广
东美的集团芜湖制冷设备、合肥京东

方光电科技等企业也均实现了扭亏，

4月份分别实现利润 3.6 亿元、0.6 亿
元和 0.5亿元，这 4户企业累计实现
利润 5.5 亿元，占全省大型企业的
24.2%，拉升大型企业利润增幅 60.2
个百分点。由于部分大型企业实现了

扭亏，4月份大型企业实现利润占规
模以上企业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

20.6%提高到 21.7%。
二是股份制企业贡献超四成。4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除

集体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 16%外，
其余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均保持增长，

其中，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 75.2 亿
元，增长 16.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 41.6%，居首位。

三是轻工业利润增速加快。4月
份，全省规模以上轻、重工业分别实

现利润 39.5 亿元和 64.7亿元，增长
40.1%和 27.5%，其中轻工业利润增幅
比上月提高 37.8个百分点，对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

44.7%，比上月提高 30.2个百分点。
四是重点行业带动。4 月份，39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 个行业利润
同比增长，比上月增加 2 个；7 个行
业同比下降，比上月减少 3 个；1 个
行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1 个行业
净亏损额同比减少。主要行业中，电

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 5.8 倍，化工
业利润增长 79.4%，家电业增长利润
51.5%，汽车业利润增长 34.2%，医药
业利润增长 32.6%，水泥业利润增长
10.1%，钢铁业由同期净亏损 1.5 亿
元转为盈利 2.6 亿元，这几个行业累
计实现利润 48.4 亿元，增长 67.7%，
而去年同期为下降 30.5%，对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77.4%。
五是亏损企业亏损额明显减少。

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
亏损额 11.6 亿元，下降 38.5%，扭转
了前 3个月增长 32.2%的局面，降幅

比全国高 36.2 个百分点。截至 4 月
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12.5%，比全国低 5.6个百分点，比 3
月末回落 0.8个百分点。

六是皖江示范区企业利润增长

加快。4月份，皖江示范区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利润 80.4亿元，占全省的比重
由去年同期的 60.6%上升到 77.2%；
利润增长 68.3%，增幅比全省高 36.3
个百分点，比 3月份提高 42.9个百分
点。

4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出现恢复性增长，表明一系列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政策举措的

落实，其效应已逐步显现。下一阶段

应确保来之不易良好局面的持续，重

点加强对重点行业市场需求的监测

分析，帮助企业准确把握商机、规避

经营风险；同时做好困难行业企业的

帮扶，继续有针对性地做好“一企一

策”工作。

本报记者 张骅

4月安徽工业企业利润现恢复性增长

简政放权

一线

多项促发展举措成效初显

专家称技术创新是解题关键

1至 4月，工业企业收入增速保持平稳，而利润增速则出现小幅回落。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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