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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生 刘军

民营让路官营：辽宁海城箱包江湖

6月 27日早九点，东北三省最
大的箱包集散地辽宁省海城市南台

镇内，一天中生意红火的时候开始

了。

在当地规模最大的南台箱包市

场（以下简称南台市场）内，狭窄的过

道中商户密密麻麻地坐在各自档口

前等待客商上门；百米之外的宏德

箱包市场（以下简称宏德市场）内，千

余个档口近半闲置，零零散散的商

户在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这里宽敞

明亮的购物环境因“人荒”而显得颇

为尴尬。

眼前的一冷一热在令人唏嘘的

同时，也成为几年来官营市场打压

民营市场的证据所指。

42天惊魂：
民营市场一落千丈

时光回溯至 6年前。
当时的南台箱包产业红火得不

可思议，每家市场客商如织。一个被

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精明的女

商人仅仅租用了两个月摊位就完成

了 40万元的财富积累。
火爆的生意促成了当地箱包市

场三足鼎立的格局：南台市场因历

史最悠久、又是南台镇政府直接出

资兴办而成为当仁不让的地标性市

场；2002年由民企出资兴建的宏德
市场因硬件设施现代、管理机制灵

活而有后来居上之势；另外一家同

为民营性质的精品箱包市场则因规

模不足只能偏安一隅。

这一年，南台镇政府投入巨资

启动南台市场改扩建升级，升级后

的市场面积达到 3万平方米。改扩
建期间为妥善安置商户，南台市场

与宏德市场在南台镇政府的监督下

达成市场借用协议。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协议书上

看到如下约定：宏德市场将摊位及

前后广场无偿借用给南台市场使

用，借用期满后，愿意继续留在宏德

市场经营的商户，南台市场不得阻

拦或采取其他违反市场竞争的手段

强制迁出。

6月 27日，辽宁省工商联执委、
宏德市场董事长冯德礼告诉记者：

“当时完全是为了支持镇政府，才在

协议上签字，宏德市场和商户做出

了巨大的牺牲。但万万没想到，即便

这样退让，还是遭到了镇政府的‘卸

磨杀驴’！”

2007年 11月，南台市场改扩建
工程完工，镇政府张贴公告宣传回

迁，公告对宏德市场及冯德礼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当初

协议内容：业主选择经营场所是自

由的，任何单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以任何理由干涉。

但从 2007 年 12 月 13 日至
2008 年 1 月 23 日这短短的 42 天
内，风云突变，从摩肩接踵到人去楼

空，冯德礼和他的宏德市场经历了

大喜大悲。

12张光碟：
案情惊动国务院参事室

6月 27日，商户解晓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回忆起 6年前的场景：南
台市场建成一个月后，回迁率并不

高，“毕竟宏德市场已经积累了大量

人气，商户都不愿走。”政府工作人

员开始做工作，“先是劝，后来变成

了抢。”

商户叶乔证实了解晓的说法：

“我早就在宏德市场买了多个摊位，

根本不在回迁范畴。但直到宏德市

场被抢得一片狼藉，我才明白不搬

根本无法生存了。”

叶乔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工

商局以打假的名义没收货物，但同

时告知：去政府建的市场卖货就可

退还被没收货物。”

42天的巨变被宏德市场工作人
员以录像、照片等形式部分记录下

来，其中录像刻满了 12张光碟，照片
共计 151张。记者在影像资料中看
到，从 2007年 12月 20日开始，时任
南台镇镇长董春安率领公安、交通、

综合执法、工商、税务等人员进驻市

场，并封堵市场各出入口，禁止进货

车辆通行。

宏德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08年 1月 23日，大批特警、防暴
警察在市场外列队，几百名政府执

法人员在短短数小时内把市场货品

哄抢一空。

冯德礼说，宏德市场从此一蹶

不振，停业十个多月后才重张开业。

目前，每年只能收取 200多万元摊位
费，勉强维持人工费、供暖、供电、维

修费用。“按照协议中违约责任倒

推，镇政府给宏德市场造成直接损

失达 4560万元，间接损失过亿元。”
冯德礼因此踏上了漫漫维权

路。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谭小

英、保育钧实地调研后，致信辽宁省

委书记王珉，建议纠正镇政府滥用

权力、与民争利的行为，赔偿宏德市

场和商户的损失，同时将镇政府所

办市场转让拍卖，以维护市场公正。

20余年发展：
南台箱包业陷入低谷

6月 27日，记者就此要求采访
南台镇党委书记刘建东，南台镇宣

传委员张泽告诉记者，刘书记外出

开会，不能接受采访。

7月 1日，记者拨通了刘建东和
董春安的电话。刘建东称，自己是

2009年才调入南台镇的，对此事并
不知情。董春安则称，对于此事官方

已有结论，自己不愿多谈。

一位接近南台镇政府的知情人

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政府动

用公权力剿杀民营市场的行为在当

地曾引发较大争议，政府的确应该

赔偿企业损失。但由于事情已经拖

了五六年，时任政府领导均已调离，

因此索赔困难重重。

该人士同时认为，政府与其直

接抢占民企市场份额，不如延长产

业链条，将蛋糕做大，同时壮大民营、

官营市场，“政府短视的直接后果是

南台箱包业与其它地区的距离越拉

越大”。

记者调查得知，早在改革开放

之初南台人就以“兜子换手套”的模

式涉足了箱包产业，从上世纪 90年
代开始有了专业的箱包市场，南台

曾经一度是河北白沟学习的对象。

但经过近 20年的竞争，南台已经退
出了箱包市场的一线行列。

“现在是‘大户去广州，中户去

白沟’，只有实力不足的商户才选择

留在南台混口饭吃。”当地一商户告

诉记者。

尽管南台的几家箱包市场容量

目前尚未饱和，但新一届南台镇政府

的箱包市场西迁计划仍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几公里之外，号称“世界箱包

皮具城”的建筑在大面积农田的包围

中已经建成。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商户均为

化名）

“你见过几百台大型泵车、搅

拌车、车载泵浩浩荡荡开在公路上

的情景吗？我见过，那可不是一般

的壮观。”顺着小徐手指的方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位于沈阳辽

中县新民屯镇新民屯税务所对面

的废旧厂区里，看到 SANY标识的
上百辆工程车辆停放在此。

小徐在当地从事建筑生意多

年。“2010年底、2011年初左右，恰
好让我看到了从长沙开过来的车

队。我还特意数过，泵车接近100多
台，搅拌车两三百台，车载泵约五

六十台，足足排几公里长。”

小徐对记者直言，三一重工最

初为了年底完成报表好看，把货发

给代理商，仅支付很少的一部分钱

甚至不用给钱，签订虚假合同做假

销售。“这样账目就做得漂亮，股票

就会涨嘛！所谓的代理商其实还是

原来三一分公司那批人马，只是换

了一个名称而已，从法律上可能规

避某些风险吧。”

现场存放上百台工程车

今年5月初，一条标题为《建筑
采矿业萧条产能过剩致工程机械

行业大量坏账》的帖子出现在天涯

论坛上，并配发了三一重工回收车

辆的图片。帖子中显示，“三一重工

沈阳经销商强制从用户手中收回

的挖掘机，粗略估算一下，200多
台，至少1个亿的坏账。”

6月28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前往沈阳进行了实地采访。从位于

新民屯镇的厂区外围，远远便可以

看到停放整齐的工程车。知情人小

徐说，前两年路过看到车队时，想

进去玩一下拍个照片，但是不让

进。为了消除对方的警惕，记者与

知情人决定以采购业务员的身份

进入，一位大爷向记者简单介绍起

情况：“这里有泵车、搅拌车、车载

泵，还有一些旧车。价格有四百万

的、五百万的，还有六百万的。具体

的要等三一的老板来了再说。”大

爷还说，他在这里看场已有两年时

间。

这位大爷还介绍，有些车放的

比较久了，去年前年都有。厂区里

大概停放了近两百台左右的车，

按照一台泵车大概三四百万左右

的价格计算，知情人小徐还是难

掩惊讶的表情：“随随便便就几个

亿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车胎瘪

了的新车，绕车一周发现上面布满

了蜘蛛网，看门的大爷警惕性很

高，看到记者悄悄拍照马上很严肃

的警告，这里不能拍照。

从该厂区出来时，小徐告诉记

者，三一把货铺过来，我们有朋友

买设备现场就能提走，比较方便。

但是市场不好的话，车放两三年，

风吹日晒的对车的质量也不好，东

北冬季施工外面零下三四十度，雨

雪对车影响很大。“如果不经常清

理的话会有影响，你看，放着轮胎

会变形，对线路也有影响。”

生锈的债权法制拖机

随后，记者在知情人的带领

下，来到三一重工授权代理商辽宁

三君工程机械公司，在公司外围便

可以看到停放在院内的几十台挖

掘机。

马路对面的斜坡上，是该代理

商存放和维修车辆的厂区，在这

里，记者看到长满铁锈的另外几十

台挖掘机，大多数玻璃上贴着“债

权法制拖机”。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债权

法制拖机就是欠钱不还的，最后又

拿回来的。

在工程机械行业，厂商通常采

取降低首付款甚至零首付的方式

来吸引用户。为了完成销售业绩，

厂商铺货给代理商，无偿给代理商

用，疯狂制造销售业绩，但最后因

为工程机械产能过剩，建筑商及矿

山拖欠拒付租赁工程车主的机械

使用费，导致大批量坏账产生。

记者随后以采购业务员的身

份与该代理商在电话里进行了沟

通。对方表示，车辆不租，只卖。零

首付就发车，不要钱发车先用。

“除了咱看过的两个地方，听

说长春也有。几台几台的，有的地

方放十台，放五台。过段时间就处

理了。”小徐说，沈阳对泵车的需求

量不大，今年的市场，国内经济环

境建筑行业下滑特别厉害，我们工

程机械行业销售量下滑了50%左
右，所以这些货铺了两三年了都没

卖出去，这两年特别不好。

三一重工被疑虚假销售

工程机械行业整体上表现为

产能过剩。以挖掘机为例，据统计，

中国挖掘机生产企业的规划年产

能约60多万台，但2012年全年的总
销量还不到12万台，而挖掘机市场
的年销量预测到2015年也就15万
台左右，僧多粥少的结果是不可避

免的恶性竞争。

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段

嘉宣对记者表示，大企业集中度不

高，并且在过去高速增长期间，依

靠粗放式的产能扩张扎堆中下游

领域；而中小企业则依靠代工生产

等方式放大产能扩张规模。另外，

产能过剩也表现在国内外经济减

速，需求萎缩而产能无法及时退

出。

记者采访中了解，企业在前期

采取“跑马圈地”的粗放的经营增

长方式进行产能扩张，从而导致行

业间竞争加剧。随着国家对房地产

市场的调控力度日增，同时矿山的

投资增速也逐步放缓，导致市场供

需失衡，并且房地产商以及矿山自

身的资金状况也堪忧，最终产生了

大批量的坏账。

近几年，工程机械产能严重过

剩，行业盲目扩张，眼下市场资金

极度紧张，A股暴跌，投资者信心也

遭受重创。在国内实体经济本已萎

靡萧条之际，制造业融资难、民企

融资难等问题是否再度升级？

三一重工是否存在虚假销售

的情况？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

致电三一重工宣传文化部部长陈

志婷。陈志婷说，三一重工不存在

任何虚假销售的情况，同时表示

对公司销售情况不是很了解，对

记者提到的情况还要进行了解核

实。三一重工宣传文化部副部长

施弈青则表示，公司对天涯的帖

子已经做了回应，并认为帖子内

容不实。

产能过剩考验资金链

5月 28日本报曾刊登过题为

《三一集团946亿高负债运行 贷款

银行债务风险骤升》的报道，文中

通过将三一集团与三一重工2012

年年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一集

团的负债惊人，2012年带息负债与

表外负债高达946.72亿元。

尽管三一集团对本报“高负债”

质疑发表了声明，但其背负巨额负

债是无法掩盖的事实。6月22日，三

一重工发布公告于6月28日召开股

东大会。值得关注的是该公告提示

的股东大会所提交的《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在该议案中，

可看到三一重工为其下属子公司

的担保总额高达262.4亿元。三一旗

下数量众多的子公司都迫切需要

三一重工为其进行大额的贷款担

保。值得注意的是，有三家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极高，或已经资不抵

债，因此一旦经营不善，三一则可

能因此偿付所担保的债务。

如原三一重工公告要为其子

公司三一国际准备担保的 100亿

元，如今在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

修改为提供担保69亿元。但公告公

布的资料显示，该公司财务状况十

分恶化，截止到2012年底，三一国

际资产总额116亿元，负债102亿元，

也就是说净资产仅仅只有14亿元，

而2012年营业收入仅是32亿元，亏

损3585万元。但三一重工却要为之

担保贷款69亿元。

此外，三一还要为旗下子公司

三一资本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4亿元，但三一资本美国有限公司

的总资产才4605万元，净资产才

1700万元，一年的营业收入才39万

元，亏损却比营业收入还大，亏45.6

万元，却可以贷款二十多倍于净资

产的贷款。三一南美进出口有限公

司亦出现同样的问题，已经资不抵

债（负债大于总资产），净利润一年

亏损5018万元，还要担保贷款3亿

元。这意味着这家子公司一旦不能

偿还到期债务，三一就需要全额偿

付所担保的3亿元。

三一重工为上述子公司担保

被媒体质疑“三一陷流动性短缺危

机”。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

肖桦对记者表示，在银行收紧信

贷、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依靠

上市发债或许是工程机械企业维

持资金链的唯一有效手段了。由于

前期的盲目扩张导致工程机械企

业产生了大量的应收账款，如果此

时企业收缩战线则一方面是意味

着将失去前期通过“自残”获得的

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则有可能丧失

此次良好的转型机会。

产能过剩冲击波：
工程机械行业坏账激增
本报记者 李金玲

一位接近南台镇政府的知情人士认为，政府与其直接抢占民企市场份额，不如延长产业链条，将蛋糕做大，

同时壮大民营、官营市场，“政府短视的直接后果是南台箱包业与其它地区的距离越拉越大”。

三一重工为多家子公司担保被媒体质疑为“三一陷流动性短缺危机”。 CNS供图

在工程机械

行业，厂商通常采

取降低首付款甚

至零首付的方式

来吸引用户，但最

后因为工程机械

产能过剩，建筑商

及矿山拖欠拒付

租赁工程车主的

机械使用费，导致

大批量坏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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