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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

继去年山西小煤窑告别历史之

后，来自山西的 5家煤企新科组团

进入 2013世界 500强榜单。这与今

年国内煤炭市场“跌跌不休”的现状

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一道别样的风

景。

这次，晋煤着实蜚声国际了一

回。然而，大晋级并不能掩盖晋煤背

后喜中有忧的事实。

首次登榜，
晋煤竖起能源大旗

2013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

榜中，中国大陆新上榜的 5家煤炭

公司分别是：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潞安集团、大同煤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工业是拉动山西省经济稳

定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大陆新

上榜 16家企业中，光是煤炭行业就

占了 6家，占全部入围企业的三成

以上。其中新上榜煤炭企业除了中

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山西

的大型煤炭集团。表面上看，我国的

煤炭行业，尤其是山西的煤炭形势

一片大好。

但是，中国煤炭企业上榜数量

大幅度上升，利润却是有减无增。山

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

煤价持续下跌，煤炭大省山西大部

分煤炭企业的煤炭销售价格已逼近

生产成本线，1—5月近半煤炭企业

亏损，超过 1/10的煤炭企业停产，

山西煤炭工业生产增速回落趋势明

显。大同煤矿集团处于亏损状态，山

西焦煤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潞

安集团利润仅为 0.7、9.6、1.7 百万

美元，而 11家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

为 2.08%。如此微利，着实让人为煤

炭行业的发展前景捏一把汗。自去

年以来，有关部门呼吁煤炭企业自

觉抑制产量过快增长，但不少企业

仍然开足马力搞生产，追求“薄利多

销”，生怕被别的企业抢走市场。从

今年前 5个月的数据看，虽然全国

煤炭产量同比下降 2.8%，其中 5月

份同比下降 6.3%，但考虑到基期因

素，前 5个月煤炭产量规模仍不可

小视。加之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导

致煤炭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前 5个

月煤炭进口同比增长 20.9%），国内

煤炭市场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不仅

没有改善，反而有继续恶化的态势。

煤炭工业属强周期行业，其波

动幅度远超经济波动幅度，目前煤

炭已结束 10 年来的高速增长。自

2012年 6 月起，煤炭价格步入下行

通道，今年前 5个月，山西省煤炭产

能仍不断释放，又逢二季度是煤炭

市场的传统淡季，对煤炭需求有所

放缓，加之 5月份以来，南方大部分

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水电出力明显

增加，进一步影响了煤炭需求。需求

不足使山西省煤炭产销弱势增长。

我们不禁怀疑，明年的煤炭企

业能否还如今日一般风光？

兼并重组，
晋煤或成为“状元”

细观榜单不难发现，新入围的 5

家山西煤企之所以能够在今年风光

无限，无一不是托了煤炭资源整合

的福。

在 2005年与 2009 年，山西经

历了两个轮回的煤矿大整合“运

动”，把全省 2200 多家煤企整合成

100多家，主要整合主体为山西几

家省属煤炭企业。当时，不签“转

让”或“入股”协议的煤老板对退出

机制存在异议。转让却并非完全市

场化，大矿收购小矿不能以市场价

进行谈判收购，而是必须以政府制

定的补偿标准作为上限，这个政策

虽能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却忽

视了给予中小矿主“合理补偿”的

因素。对这种兼并整合，至今仍存

有异议。

兼并重组之后，山西煤炭企业

的矿井数由 2005年的 5000余座减

少到去年的 1058座，随着大批民营

企业与中小企业的退出，行业的集

中度显著提高，形成了 11个 1000

万吨级、3个 5000万吨级、与 4个亿

吨级的煤炭集团。作为兼并主体的

上述企业规模大幅度上升，理所当

然地成为了煤炭企业的佼佼者，一

路高歌地挺进世界 500强。

以同煤集团为例，仅 2009年到

2010年期间，同煤集团就将山西省

内太原、大同、临汾、运城等 7市 13

县的 103座煤矿整合规划成 39座，

新增产能 3480万吨，储量近 30亿

吨。为了做大做强，提高煤炭产业的

集中度，很多煤炭企业都将煤炭资

源的整合与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作

为一项长远的战略决策。山西就打

算在 2013年修建 150座矿井，每年

增加 1.35亿吨的产能，这其中的 48

座矿井就分布于今年新上榜的几家

大型煤企中。

大型企业集团生产经营规模偏

小，远没有达到大型企业集团能调

控及影响市场的能力。按此扩张趋

势，我们设想，如果山西这些上榜煤

企强强联合，组成征战 500强的山

西能源集团，产值也许会超过荷兰

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沃尔玛与埃克

森美孚，或将成为世界 500强的“状

元”。

晋级 500强，
未必能成功转型升级

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煤炭

行业的整治力度，鼓励煤炭行业进

行兼并重组，加快扩张脚步，形成

“大而强”的巨头公司。在此背景下，

山西煤企主抓“速度与效率”，坚持

大投资推动大发展，持续地扩大规

模，占有资源，提高产量，通过兼并

扩张形成了垄断性的优势。

我们知道，中国的煤炭企业之

所以能够如此大踏步地“挺”进世界

500强，主要得益于非市场因素的整

合。不能否认，资源整合是优化资源

配置的良好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

说，兼并重组显然是我国煤炭业扬

名国际的一大功臣。但是近两年来，

煤炭市场的整体形势日益严峻，全

国煤炭产销量持续下降，市场下行

压力较为强大。随着煤炭价格的大

幅度回调以及各种客观因素对煤炭

开发利用的约束与限制，煤炭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势必会受到致命

性的影响，一味地兼并重组无异于

饮鸩止渴。

此外，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

来看，单纯依靠数量与规模来进行

扩张的企业，是不会真正具备市场

竞争力的。煤炭企业如果过分地陷

入扩张成果的喜悦中，而看不到扩

张过程中的风险与危机，从而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提升科技含量，加

快转型升级上来，对自身的发展是

十分不利的。

令人忧虑的是，新上榜的企业

虽然在规模上已经是全球 500 强，

但是从实际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上，依然与海外同类企业的水平相

距甚远。如果我国的煤炭企业，只是

简单地依靠煤炭开采以及兼并重组

来维持企业的规模与效益，而不进

行深度地开发研究，不尽快地寻求

转型升级，必将成为世界 500强榜

单上的匆匆过客。现阶段，如何突破

发展瓶颈，打破亏损藩篱，是煤炭企

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因此，晋煤晋级 500强不必过

喜，应当多怀一点忧患意识。虽然晋

煤企业也强调要围绕“做大与做强

并重、速度与效率齐抓”，以结构转

型和产业升级为方向，坚持效益至

上，不断强化经营管理，将企业建设

成为极具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能源

集团，但是究竟能做到哪种程度，会

不会大打折扣，这就不得而知了。

2013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

榜出炉之后，中国企业再一次成为世

界瞩目的焦点。从 1995年的 3家企

业上榜，到 10年前的 11家企业上

榜，到今年的 95家企业上榜，18年间

中国上榜企业数量增长了 30多倍。中

国 500强企业的增长速度让我们有

理由相信赶超美国，成为世界 500强

排行榜上第一大国的日子不再遥远。

毋庸置疑，中国正在大踏步进

入大企业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它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留给我们

的只能是去适应，抑或因不适应而

被淘汰。这可能是未来十几年乃至

几十年我们讨论企业发展方向问题

的基本前提。

拥有大企业才有未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综合

国力的基础是经济实力，而一个国

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则是大企业的实

力。权威数据显示，一国拥有的世界

500强企业数量和该国经济实力直

接相关。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大

企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将越来

越凸显，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关

键将取决于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换

言之，没有大企业的国家将难言未

来，大企业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乎

中国未来的发展。

什么是真正的一流的大企业？

麦肯锡归纳了三个特征：首先，要

“大”，即具有足够规模的体量，对行

业乃至全球经济具有显著影响力；

其次，要“强”，即不断创造不俗的业

绩并保持所在行业的领袖地位；第

三，“基业长青”，即具有发展的长期

持续性，经历市场变幻风吹雨打仍

然屹立不倒，积累了长盛不衰的国

际名声。

美国可口可乐、沃尔玛，德国奔

驰、宝马，日本索尼、松下……这些

享誉全球的一流大企业品牌，不仅

是各国经济地位的重要支柱，更已

成为国家在世界的脸面与名片。环

顾世界 500强的中国企业，“大”的

特征已经具备。不少企业规模确实

超过了许多老牌跨国公司。而对于

后两个特征，相当多的中国企业还

没有做到。“大而不强”亦成为外界

对世界 500强中国企业诟病最多之

处。打造中国大企业的升级版，让中

国大企业真正成为大而强、基业长

青的世界一流公司，可能是中国未

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大只是手段强才是目的

中国大企业之所以“大而不

强”，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国际化程度

不够，缺乏真正的全球公司，缺乏在

全球市场布局从而吸纳整合全球资

源的能力，缺乏在全球市场与全球

公司竞争的能力。

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大企业发展大

多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国内公司—

国际公司—跨国公司—全球公司”

四个阶段。所谓国际公司即企业通

过国际贸易把产品或服务推向国际

市场。跨国公司是在 2个以上国家

投资经营的企业。全球公司则是拥

有全球战略、全球管治和全球责任

并且跨国指数超过 50%的企业。

观察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可

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500强企业

里的几个最发达国家所属的大企业

多数已经是全球公司。以今年进入

世界 500 强公司前 3 名的企业为

例，荷兰皇家壳牌、埃克森美孚、沃

尔玛等公司的跨国指数均超过 50%。

反观我国不少上榜企业规模确

实超过了许多老牌跨国公司，然而

多数还不是真正的跨国公司，更不

是全球公司。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

发布的“2012 中国 100 大跨国公

司”的数据，这 100家最大的中国跨

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 12.93%，不

仅远远低于“2012世界 100大跨国

公司”62.25%的平均跨国指数，而且

还远远低于“2012发展中国家 100

大跨国公司”38.95%的平均跨国指

数。在 2012中国 100大跨国公司

中，跨国指数大于 30%的公司仅有 6

家，大于 20%以上的公司也只有 20

家。而跨国指数小于 10%的企业，多

达 55家。

从跨国经营程度这个层面来看，

可以说，当前我国大企业的跨国经营

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如何提高国际

化程度，由产业参与者向主导者过

渡，成为产业规则与相关标准的制定

者，打造中国大企业的“升级版”，考

验着中国大企业的智慧和勇气。

打造国民共进的
大企业升级版

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

是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重心所在。

然而，从世界 500强榜单对比来看，

世界 500强的中国企业和 500强企

业的总体变化趋势出现一定程度背

离，暴露出我国企业发展存在相当

的结构失衡问题。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这次上

榜的企业中，仍然主要集中在电力、

银行、钢铁、能源、工程建筑、电信、

汽车等领域，基本上都属于资金密

集型和自然垄断、行政垄断性较高

行业。这次新上榜的 16家企业中资

源类就占了 9家，银行保险类占了 4

家。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科技企业仍

然仅有联想和华为两家公司上榜，

只占 2%。而全球共有 44家科技企业

上榜，占比 8.8%。苹果等科技企业的

位次较去年也有了大幅提升。

从盈利能力来看，金融企业利

润畸高也是世界 500强中国企业的

重要特点之一。今年上榜的 9家银

行、4家保险公司共 13家金融类企

业，利润占到 95家上榜中国企业的

一半还多，相比之下，美国 27 家上

榜金融企业利润占比仅为 1/4。金融

类企业的过分发达无疑挤占了实体

经济企业的发展和盈利空间。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我国进入

世界 500强的企业仍是国有企业或

国有控股企业主导，上榜的民营企

业仅有 7家，不到上榜国有企业数

量的 1/10。而其它发达国家上榜企

业则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也被外界

视为中国大企业结构失衡的重要

特征之一。事实证明，民营企业是

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力量，民

营企业发展态势良好与否及其规

模、比例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一个

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发展

的前途。

一直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华

为无疑是最好的证明。这家诞生

于中国深圳的民营企业，经过多

年的拼搏与积累，尽管一直没有上

市，却已从最早的“作坊企业”成长

为今天的“国际化巨头”，连续几年

跻身世界 500强排行榜。最重要的

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赢得了世界

的认可与尊重。

近年来，华为连续数年蝉联日

本移动宽带终端市场份额第一名；

华为 MediaPad一经推出，即赢得俄

罗斯用户的青睐，成为市场最抢手

的平板电脑产品；在美国，在埃及，

在肯尼亚，在世界各地，每分钟都

在销售华为产品，每一秒钟都有人

在使用华为产品，带着花瓣标志的

华为终端产品已经遍布全球, 成为

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名片。相比之

下，中国众多上榜的能源类企业则

多未真正走出国门。

当然，国企与民企并非天然对

立。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曾

经说过，央企的实力加民企的活力

等于企业的竞争力。在当前全球化

竞争的形势下，国企、央企拥有先

天的实力优势，民营企业则在高科

技、服务行业拥有巨大活力。两者

如能很好的结合，无疑是中国大企

业的福音。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已经积累了结构调整、企业升级的

大量资本，是继续依赖传统能源、

金融企业独领风骚，还是依赖国

企实力加民企活力，在高新科技

产业和服务行业中打造中国经济

升级版新活力，不仅关系企业的

未来，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的未来。

目前来看，提升跨国经营能力，调

整大企业结构，打造中国大企业升

级版，或许是未来中国大企业最紧

要的事情。

晋煤大晋级背后的转型升级之忧
赵玲玲

述评

世界 500强新启示：打造中国大企业升级版
孟书强

从世界经济发展

的格局来看，单纯依

靠数量与规模来进行
扩张的企业，是不会

真正具备市场竞争力

的。煤炭企业如果过

分地陷入扩张成果的
喜悦中，而看不到扩

张过程中的风险与危

机，从而将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提升科技含
量，加快转型升级上

来，对自身的发展是

十分不利的。

“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积累

了结构调整、企业升级的大量资本，是继续依

赖传统能源、金融企业独领风骚，还是依赖国

企实力加民企活力，在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

行业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新活力，不仅关

系企业的未来，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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